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90037 胡0苹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39 謝0霖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21 邱0雯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14 黃0翔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41 劉0誼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34 鄭0筑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22 林0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01 呂0慈 幼兒保育系 正取

2160190013 郭0君 幼兒保育系 備取 1

2160190029 王0璇 幼兒保育系 備取 2

2160190024 葉0蓉 幼兒保育系 備取 3

2160190035 林0霆 幼兒保育系 備取 4

2160190023 陳0慈 幼兒保育系 備取 5

2160190017 莊0錚 幼兒保育系 備取 6

2160190032 李0詩 幼兒保育系 備取 7

2160190016 楊0博 幼兒保育系 備取 8

2160190040 邱0甄 幼兒保育系 備取 9

2160190006 陳0欣 幼兒保育系 備取 10

2160190028 全0萍 幼兒保育系 備取 11

2160190002 王0萱 幼兒保育系 備取 12

2160190027 陳0穎 幼兒保育系 備取 13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20044 黃0苓 生物科技系 正取

2160020062 陳0均 生物科技系 正取

2160020079 廖0媺 生物科技系 正取

2160020027 江0明 生物科技系 正取

2160020058 謝0錞 生物科技系 正取

2160020020 葉0霖 生物科技系 正取

2160020036 廖0君 生物科技系 備取 1

2160020078 周0萱 生物科技系 備取 2

2160020056 王0羽 生物科技系 備取 3

2160020050 尤0丰 生物科技系 備取 4

2160020008 張0菱 生物科技系 備取 5

2160020003 李0瑩 生物科技系 備取 6

2160020032 邱0霖 生物科技系 備取 7

2160020019 張0祥 生物科技系 備取 8

幼兒保育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1.17，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0.34)

生物科技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84.31，備取最低錄取分數：22.67)



2160020015 劉0瑄 生物科技系 備取 9

2160020071 薛0蓁 生物科技系 備取 10

2160020018 梁0萱 生物科技系 備取 11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30026 李0庭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86 徐0萱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03 蘇0傑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41 張0筑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63 呂0也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42 黃0歆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45 林0婷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04 陳0君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91 王0欣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92 張0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81 謝0香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89 林0慈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08 林0寯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10 洪0琪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93 曾0文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49 鄭0珊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22 李0斌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20 李0妮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

2160130007 李0嬿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

2160130052 張0傑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2

2160130071 黃0翰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3

2160130023 盧0欽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4

2160130002 黃0儀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5

2160130069 江0霓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6

2160130046 祝0奇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7

2160130018 顏0宇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8

2160130076 朱0哲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9

2160130011 李0寬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0

2160130047 陳0任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1

2160130057 吳0柔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2

2160130028 黃0翔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3

2160130072 王0婷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4

2160130088 鄧0君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5

2160130033 陳0柔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6

2160130009 林0諭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7

2160130083 林0昶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8

休閒運動管理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62.28，備取最低錄取分數：52.72)



2160130065 鍾0裕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19

2160130050 王0喻 休閒運動管理系 備取 20

2160130043 周0傑 休閒運動管理系 未錄取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10050 楊0諭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36 朱0亭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52 黃0榕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21 黃0晴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29 吳0安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46 楊0能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45 李0庭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32 洪0閔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

2160110054 王0佑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

2160110002 洪0璇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2

2160110001 單0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3

2160110035 張0維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4

2160110020 楊0博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5

2160110024 林0倩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6

2160110047 林0美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7

2160110006 杜0長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8

2160110039 黃0程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9

2160110042 許0銓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0

2160110041 呂0田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1

2160110003 林0璇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2

2160110007 錢0齊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3

2160110044 楊0甄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4

2160110018 林0翰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5

2160110048 林0婷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6

2160110037 高0媛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備取 17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200135 戴0師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117 洪0晨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03 王0勳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63 林0緯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70 杜0瑩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82 胡0琪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43 蔡0庭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126 劉0松 社會工作系 正取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0.76，備取最低錄取分數：52.76)

社會工作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8.45，備取最低錄取分數：74.8)



2160200083 洪0喻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89 周0安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146 邱0綸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28 王0文 社會工作系 正取

2160200022 黃0賢 社會工作系 備取 1

2160200015 吳0恬 社會工作系 備取 2

2160200006 張0惠 社會工作系 備取 3

2160200075 李0瑄 社會工作系 備取 4

2160200096 李0達 社會工作系 備取 5

2160200005 鄭0鎂 社會工作系 備取 6

2160200129 林0哲 社會工作系 備取 7

2160200094 林0豪 社會工作系 備取 8

2160200033 謝0雯 社會工作系 備取 9

2160200077 楊0柔 社會工作系 備取 10

2160200118 洪0 社會工作系 備取 11

2160200119 沈0諭 社會工作系 備取 12

2160200023 洪0含 社會工作系 備取 13

2160200145 王0君 社會工作系 未錄取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30064 黃0苓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43 蔡0硯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42 林0儀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85 陳0璿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72 林0榆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02 張0惠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08 陳0萱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44 劉0柔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

2160030065 陳0暄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1

2160030053 謝0陵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2

2160030022 林0誼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3

2160030007 蔣0蓉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4

2160030093 侯0雅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5

2160030060 歐0叡致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6

2160030076 張0瑄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7

2160030062 施0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8

2160030066 陳0傑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9

2160030013 林0霖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10

2160030050 羅0宇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11

2160030078 徐0惠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12

2160030077 王0羽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備取 13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85.33，備取最低錄取分數：74.8)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40083 林0偊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113 廖0鈞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075 莊0凱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073 梁0瑜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022 劉0威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103 倪0涵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086 吳0哲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081 鄭0軒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

2160040069 陳0葶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1

2160040016 施0卉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2

2160040044 高0萍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3

2160040094 李0瑯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4

2160040127 蘇0寧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5

2160040034 李0宏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6

2160040042 張0姵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7

2160040024 林0祐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8

2160040105 林0宇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9

2160040019 羅0晟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10

2160040104 王0羽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11

2160040007 邱0蓁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12

2160040048 黃0萱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13

2160040101 張0瑄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備取 14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60025 巫0儒 時尚美容應用系 正取

2160160032 徐0秀 時尚美容應用系 正取

2160160037 鄧0宜 時尚美容應用系 正取

2160160022 楊0珊 時尚美容應用系 正取

2160160026 李0詩 時尚美容應用系 正取

2160160019 曾0家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1

2160160009 郭0綾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2

2160160005 吳0榮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3

2160160035 陳0伶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4

2160160027 蘇0芸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5

2160160033 黃0茹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6

2160160036 魏0芳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7

2160160004 陳0萱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8

2160160023 郭0均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9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84.71，備取最低錄取分數：73.24)

時尚美容應用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5.47，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6.8)



2160160003 陳0承 時尚美容應用系 備取 10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80009 蔡0賢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80011 李0斌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80027 林0廷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80010 羅0友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80012 陳0齊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80013 徐0峻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1

2160080005 李0昀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2

2160080015 傅0銘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3

2160080028 羅0修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4

2160080029 彭0翰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5

2160080018 林0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6

2160080021 陳0祐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7

2160080024 傅0真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8

2160080020 黃0翰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 9

2160080001 陳0豪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未錄取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90038 翁0忠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正取

2160090016 陳0嘉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正取

2160090018 史0星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正取

2160090035 葉0祥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正取

2160090007 吳0皓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正取

2160090029 洪0琳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正取

2160090032 呂0田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1

2160090012 王0盛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2

2160090023 許0銓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3

2160090020 呂0見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4

2160090022 盧0翔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5

2160090014 康0璿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6

2160090013 林0樑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7

2160090015 陳0男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8

2160090006 謝0圜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9

2160090021 李0豪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10

2160090009 吳0宗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備取 11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5.8，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5.67)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64.93，備取最低錄取分數：54.27)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68.4，備取最低錄取分數：54.13)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00039 李0萱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23 洪0岳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27 賴0璇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41 黃0榕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26 洪0閔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37 葉0祥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24 陳0潔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08 侯0均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正取

2160100022 盧0翔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備取 1

2160100010 陳0澤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備取 2

2160100007 王0妃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備取 3

2160100040 林0澤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備取 4

2160100021 陳0吾 資訊應用與管理系 備取 5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20035 簡0芸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64 翁0忠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04 洪0宏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44 劉0蘭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53 林0揚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63 林0民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38 楊0婷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19 楊0鈞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57 陳0霖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51 蔣0玟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

2160120002 余0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1

2160120054 葉0祥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2

2160120050 劉0晉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3

2160120001 林0均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4

2160120055 孔0恩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5

2160120041 古0閔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6

2160120005 林0儀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7

2160120025 林0樑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 8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40072 于0棋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76 熊0晴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73 陳0恩 餐旅管理系 正取

餐旅管理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0，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0)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60.27，備取最低錄取分數：53.07)



2160140066 邵0儀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57 謝0儒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86 黃0姿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17 黃0賢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27 陳0元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62 李0瑄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08 楊0儒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110 郭0榛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09 鄭0珊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20 蕭0琪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34 許0凱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112 王0吟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128 魏0珈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01 洪0涪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45 張0菁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49 顏0祐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13 呂0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094 郭0霆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141 張0融 餐旅管理系 正取

2160140136 曾0閔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

2160140035 林0儀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

2160140122 張0欣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

2160140142 王0欣 餐旅管理系 備取 4

2160140033 盧0傑 餐旅管理系 備取 5

2160140003 鮑0謙 餐旅管理系 備取 6

2160140023 陳0瑜 餐旅管理系 備取 7

2160140116 黃0晟 餐旅管理系 備取 8

2160140065 吳0珊 餐旅管理系 備取 8

2160140030 張0婷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0

2160140107 張0仁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1

2160140090 王0嫣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2

2160140011 周0賢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3

2160140106 廖0閔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4

2160140099 陳0昱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5

2160140080 侯0吟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6

2160140125 陳0妤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7

2160140126 鄭0心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8

2160140063 郭0蓉 餐旅管理系 備取 19

2160140130 陳0祥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0

2160140105 廖0能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1

2160140135 曾0瑋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2

2160140098 張0瓊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3



2160140085 苑0瑋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4

2160140039 陳0逸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5

2160140134 尤0宇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6

2160140109 楊0芸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7

2160140004 蔡0豪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8

2160140018 黃0菁 餐旅管理系 備取 29

2160140081 巴0晉 餐旅管理系 備取 30

2160140123 葉0政 餐旅管理系 備取 31

2160140096 黃0婷 餐旅管理系 備取 32

2160140052 尹0寬 餐旅管理系 備取 33

2160140115 林0勝 餐旅管理系 備取 34

2160140064 黃0璇 餐旅管理系 備取 35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80051 謝0恬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16 陳0遠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35 陳0伶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38 張0榕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56 陳0寰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31 翁0鴻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17 潘0翰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34 翁0薇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75 陳0淇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77 林0渝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

2160180022 侯0吟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

2160180014 劉0男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2

2160180060 魯0忱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3

2160180037 吳0諺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4

2160180028 蔡0賢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5

2160180072 藍0華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6

2160180039 詹0育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7

2160180081 劉0瑜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8

2160180042 周0侑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9

2160180083 洪0涵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0

2160180015 許0瑜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1

2160180070 陳0欣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2

2160180009 齊0娣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3

2160180002 呂0慈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4

2160180061 孫0晏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5

2160180088 徐0桂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6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68.8，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2.2)



2160180013 吳0翰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7

2160180057 馬0恩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8

2160180069 嚴0玲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9

2160180086 李0睿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備取 19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70030 張0榕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

2160170036 蔡0淇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

2160170035 蔡0珊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

2160170029 周0靜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

2160170012 陳0遠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

2160170025 林0宸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

2160170050 朱0靜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

2160170007 吳0諭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備取 1

2160170031 許0卉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備取 2

2160170018 張0宣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備取 3

2160170033 郭0誌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備取 4

2160170016 戴0惠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備取 5

2160170074 鄭0心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備取 6

2160170021 翁0鴻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備取 7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50029 蔡0菁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正取

2160050051 吳0柔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正取

2160050006 劉0瑜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正取

2160050004 陳0豪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正取

2160050010 徐0廷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正取

2160050028 王0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1

2160050042 曾0瑋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2

2160050009 邱0舜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3

2160050024 黃0晴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4

2160050049 陳0廷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5

2160050036 朱0亭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6

2160050040 黃0翔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7

2160050038 張0昌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8

2160050025 張0筑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備取 9

2160050039 黃0婷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未錄取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6，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4)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4.77，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8.33)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4.18，備取最低錄取分數：62.44)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60023 葉0妤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15 李0昀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25 李0縈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08 王0文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35 王0樺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37 蔡0樺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12 黃0棠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16 余0萱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正取

2160060029 陳0辰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備取 1

2160060005 林0寯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備取 2

2160060014 呂0芳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備取 3

2160060006 陳0萱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備取 4

2160060022 陳0安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備取 5

2160060004 白0瑄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備取 6

2160060013 張0蕙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備取 7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070399 陳0珊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227 胡0婷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268 徐0容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396 曾0琳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518 林0均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22 陳0均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383 陳0哲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201 周0舒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03 蔡0晴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395 任0芸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69 顏0翔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02 李0茹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64 林0蓉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57 王0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099 柯0安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11 徐0庭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096 李0慈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52 莊0霖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543 吳0修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032 周0詩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07 李0丞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25 楊0晴 護理系 正取

護理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68.34，備取最低錄取分數：51.37)



2160070063 吳0齊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27 林0庭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64 邱0琳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01 呂0柔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307 江0娣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78 羅0傑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33 王0綺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49 高0萍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90 何0妤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020 趙0暄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516 游0安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29 吳0祐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412 許0怡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83 羅0馨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108 高0佩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230 王0歆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083 李0立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074 莊0誠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528 吳0梅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348 陳0宇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386 張0雯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247 王0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228 王0昀 護理系 正取

2160070297 汪0哲 護理系 備取 1

2160070125 林0汝 護理系 備取 2

2160070175 李0鈺 護理系 備取 3

2160070517 廖0毅 護理系 備取 4

2160070314 李0蓁 護理系 備取 5

2160070379 郭0榛 護理系 備取 6

2160070373 廖0廷 護理系 備取 7

2160070299 古0羽 護理系 備取 8

2160070189 王0倫 護理系 備取 9

2160070284 李0葦 護理系 備取 10

2160070536 莊0婷 護理系 備取 11

2160070529 黃0芃 護理系 備取 12

2160070333 朱0翰 護理系 備取 13

2160070340 林0蓁 護理系 備取 14

2160070420 侯0如 護理系 備取 15

2160070235 陳0涵 護理系 備取 16

2160070059 董0 護理系 備取 17

2160070009 詹0智 護理系 備取 18

2160070006 邱0盈 護理系 備取 19



2160070366 蔡0蓁 護理系 備取 20

2160070077 羅0嘉 護理系 備取 21

2160070128 姚0廷 護理系 備取 22

2160070047 林0霖 護理系 備取 23

2160070315 林0綝 護理系 備取 24

2160070048 黃0湘 護理系 備取 25

2160070502 黃0祺 護理系 備取 26

2160070435 何0鈺 護理系 備取 27

2160070131 李0玲 護理系 備取 28

2160070119 陳0蘋 護理系 備取 29

2160070116 黃0儀 護理系 備取 30

2160070188 劉0芸 護理系 備取 31

2160070148 孫0敏 護理系 備取 32

2160070176 吳0婷 護理系 備取 33

2160070229 陳0伃 護理系 備取 34

2160070243 白0怡 護理系 備取 35

2160070084 黃0亮 護理系 備取 36

2160070138 吳0青 護理系 備取 37

2160070052 陳0瑛 護理系 備取 38

2160070118 施0珍 護理系 備取 39

2160070004 桑0盛 護理系 備取 40

2160070389 周0欣 護理系 備取 41

2160070384 李0馨 護理系 備取 42

2160070302 許0綺 護理系 備取 43

2160070416 王0諺 護理系 備取 44

2160070327 吳0庭 護理系 備取 45

2160070106 李0芳 護理系 備取 46

2160070472 蔡0諭 護理系 備取 47

2160070301 蔡0姍 護理系 備取 48

2160070007 戴0歆 護理系 備取 49

2160070460 林0涵 護理系 備取 50

2160070398 彭0文 護理系 備取 51

2160070265 李0儀 護理系 備取 52

2160070272 陳0汝 護理系 備取 53

2160070192 黃0驊 護理系 備取 54

2160070078 蕭0倢 護理系 備取 55

2160070080 林0尉 護理系 備取 56

2160070237 何0駿 護理系 備取 57

2160070406 陳0汝 護理系 備取 58

2160070354 周0吟 護理系 備取 59

2160070544 李0琳 護理系 備取 60

2160070405 裴0琪 護理系 備取 61



2160070391 洪0 護理系 備取 62

2160070459 袁0婷 護理系 備取 63

2160070338 許0樵 護理系 備取 64

2160070233 劉0珊 護理系 備取 65

2160070173 王0蓁 護理系 備取 66

2160070385 李0燕 護理系 備取 67

2160070036 林0婷 護理系 備取 68

2160070086 林0安 護理系 備取 69

2160070495 陳0廷 護理系 備取 70

2160070092 陳0謙 護理系 備取 71

2160070231 李0瑄 護理系 備取 72

2160070259 邱0珊 護理系 備取 73

2160070316 黃0婷 護理系 備取 74

2160070255 吳0寧 護理系 備取 75

2160070013 黃0霖 護理系 備取 76

2160070186 王0哲 護理系 備取 77

2160070211 王0如 護理系 備取 78

2160070256 陳0閔 護理系 備取 79

2160070434 劉0家 護理系 備取 80

2160070303 許0欣 護理系 備取 81

2160070177 黃0萱 護理系 備取 82

2160070090 李0澤 護理系 備取 83

2160070081 吳0育 護理系 備取 84

2160070056 洪0琳 護理系 備取 85

2160070357 邢0容 護理系 備取 86

2160070306 李0震 護理系 備取 87

2160070451 黃0喬 護理系 備取 88

2160070328 謝0竹 護理系 備取 89

2160070415 蔡0堯 護理系 備取 90

2160070134 謝0蓁 護理系 備取 91

2160070180 蔡0昀 護理系 備取 92

2160070093 劉0威 護理系 備取 93

2160070311 李0瑀 護理系 備取 94

2160070282 陳0雯 護理系 備取 95

2160070242 吳0嫺 護理系 備取 96

2160070438 邱0婷 護理系 備取 97

2160070414 李0詔 護理系 備取 98

2160070015 毛0申 護理系 備取 99

2160070525 潘0萱 護理系 備取 100

2160070535 駱0祐 護理系 備取 101

2160070526 鄭0心 護理系 備取 102

2160070337 陳0德 護理系 備取 103



2160070094 蘇0毅 護理系 備取 104

2160070512 蔡0鎂 護理系 備取 105

2160070450 張0翎 護理系 備取 106

2160070442 陳0杰 護理系 備取 107

2160070377 陳0林 護理系 備取 108

2160070335 蔡0愷 護理系 備取 109

2160070051 徐0楚 護理系 備取 110

2160070234 李0哲 護理系 備取 111

2160070017 梁0閔 護理系 備取 112

2160070503 彭0緯 護理系 備取 113

2160070117 顏0宏 護理系 備取 114

2160070217 陳0綾 護理系 備取 115

2160070253 姜0欽 護理系 備取 116

2160070068 吳0靜 護理系 備取 117

2160070514 魏0佳 護理系 備取 118

2160070521 林0辰 護理系 備取 119

2160070126 蔡0宇 護理系 備取 120

2160070499 黃0誠 護理系 備取 121

2160070429 陳0翰 護理系 備取 122

2160070100 金0均 護理系 未錄取

2160070270 張0筌 護理系 未錄取

2160070478 孫0華 護理系 未錄取

申請編號 姓名 申請系(組)、學程 錄取結果 名次

2160150035 陳0伶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34 徐0傑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38 董0君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90 胡0苹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23 吳0芝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04 廖0萱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45 洪0堤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46 張0庭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16 簡0杰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37 陳0溱 觀光事業系 正取

2160150055 于0棋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

2160150103 蔡0翔 觀光事業系 備取 2

2160150052 邵0儀 觀光事業系 備取 3

2160150092 溫0寰 觀光事業系 備取 4

2160150064 陳0璇 觀光事業系 備取 5

2160150008 吳0諭 觀光事業系 備取 6

觀光事業系

(正取最低錄取分數：78.8，備取最低錄取分數：71.4)



2160150060 黃0姿 觀光事業系 備取 7

2160150014 黃0亮 觀光事業系 備取 8

2160150028 陳0潔 觀光事業系 備取 9

2160150059 侯0吟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0

2160150091 王0綺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1

2160150074 呂0馨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2

2160150054 郭0霖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3

2160150018 王0璁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4

2160150081 蔡0璇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5

2160150002 蔡0豪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6

2160150072 黃0程 觀光事業系 備取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