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錄取名次 申請編號 姓名

1 電子工程系 正取16 2110010018 許順智

2 電子工程系 正取17 2110010023 謝家印

3 電子工程系 正取18 2110010067 吳育帆

4 電子工程系 正取19 2110010071 洪崇祐

5 電子工程系 正取23 2110010038 蕭名伸

6 電子工程系 正取24 2110010128 洪嘉謙

7 電子工程系 正取31 2110010084 蔡閔丞

8 電子工程系 正取32 2110010057 許峻興

9 電子工程系 正取33 2110010101 陳建維

10 電子工程系 正取35 2110010121 蘇照強

11 電子工程系 正取36 2110010005 陳韋利

12 電子工程系 正取38 2110010097 林棚育

13 電子工程系 正取42 2110010039 吳洺緯

14 電子工程系 正取46 2110010113 陳冠呈

15 電子工程系 正取47 2110010032 李育亘

16 電子工程系 正取49 2110010006 洪僅育

17 電子工程系 備取2 2110010076 蔡佳雰

18 電子工程系 備取4 2110010100 蔡宏彰

19 電子工程系 備取6 2110010105 李昇家

20 電子工程系 備取9 2110010115 鍾佳晏

21 電子工程系 備取13 2110010041 張宸豪

22 電子工程系 備取14 2110010124 許程豪

23 電子工程系 備取15 2110010024 陳證閎

24 電子工程系 備取16 2110010027 周俊毅

25 電子工程系 備取17 2110010030 蔡承哲

             正俢科技大學106學年度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報到榜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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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 2110020142 黃靜宜

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 2110020023 吳宥霆

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7 2110020139 吳宇捷

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15 2110020069 蔡庭瑄

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0 2110020036 侯閔心

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3 2110020141 傅景禾

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4 2110020029 莊閔淇

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5 2110020136 郭佳蓉

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6 2110020163 劉侑儒

1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27 2110020072 陳英修

1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0 2110020167 賴柏宇

1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5 2110020140 曹睿耘

1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8 2110020031 施文鵬

1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39 2110020022 羅名宏

1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1 2110020070 劉儀萱

1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3 2110020082 陳奕憲

1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4 2110020035 林怡廷

1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48 2110020043 蔡仲奎

1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50 2110020133 洪敏傑

2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51 2110020032 陳宇豪

2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正取53 2110020047 陳文凱

2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 2110020147 郭南顯

2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5 2110020177 葉普庵

2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7 2110020137 吳昱其

2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0 2110020160 湯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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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2 2110020042 林展全

2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8 2110020081 蕭彥呈

2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19 2110020076 許仲嘉

2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1 2110020077 朱謦榆

3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2 2110020172 翁源馥

3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3 2110020054 何俊穎

3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5 2110020003 簡木和

3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26 2110020021 王永鋒

3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2 2110020075 吳健毓

3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3 2110020055 張恒銓

3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4 2110020169 翁富貴

3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5 2110020188 周柏睿

38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8 2110020078 顏舜邦

3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39 2110020013 王偉豪

4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3 2110020027 顏珮惠

4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4 2110020068 黃恆懋

4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5 2110020025 陳敬維

4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8 2110020098 丁柏豪

44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備取49 2110020053 林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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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8 2110030023 廖翊廷

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1 2110030162 黃珮晴

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2 2110030099 蔡明叡

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16 2110030133 李紫瑄

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7 2110030124 潘柏叡

6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正取28 2110030031 邱鈺馨

7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 2110030082 黃志軒

8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 2110030098 張以懿

9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5 2110030182 陳湘芸

1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6 2110030002 何承融

1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8 2110030160 洪承宥

1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1 2110030238 詹于萱

1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3 2110030166 周郁甄

1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4 2110030149 吳家珺

1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5 2110030146 莊凱傑

16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16 2110030237 麥朱恩齊

17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0 2110030090 高嘉璟

18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2 2110030037 林峪嶔

19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5 2110030236 呂衍劭

2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6 2110030158 何穎

2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27 2110030215 周心綸

22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1 2110030234 李琮智

2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4 2110030153 陳泓瑋

2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36 2110030187 林怡均

2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備取44 2110030007 吳欣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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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1 2110040043 陳柏任

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2 2110040058 方景星

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9 2110040016 黃允銘

4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10 2110040038 陳冠儒

5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12 2110040003 彭宥祥

6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16 2110040063 康誌中

7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19 2110040055 黃鈺

8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21 2110040018 黃湧瑋

9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23 2110040041 吳政憲

1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24 2110040052 吳俊明

11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正取25 2110040020 游存煇

1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1 2110040004 葉柔妤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2 2110040005 周婉雯

14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3 2110040007 黃子瀚

15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5 2110040012 蔡定翰

16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6 2110040060 施易儒

17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7 2110040009 張瑜宏

18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8 2110040008 張德君

19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9 2110040046 蔡紀豪

2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12 2110040027 鄭瑋森

21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備取13 2110040056 吳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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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5 2110050224 王詰立

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8 2110050087 張宸

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10 2110050196 蘇莛雅

4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12 2110050169 龔珮語

5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13 2110050229 黃文德

6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18 2110050051 王譯萱

7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21 2110050173 陳俞彤

8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22 2110050204 蔡翔宇

9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23 2110050017 江秉家

1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24 2110050103 吳品璇

11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正取25 2110050011 王峻維

1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2 2110050233 蔡沛宏

1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5 2110050115 郭子瑜

14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7 2110050113 丁玟成

15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12 2110050137 蕭綵慈

16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19 2110050211 黃郁霖

17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30 2110050010 陳柏宇

18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備取41 2110050167 林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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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金融管理系 正取1 2110060069 張相瑩

2 金融管理系 正取4 2110060068 莊憶慈

3 金融管理系 正取9 2110060015 黃頡翔

4 金融管理系 正取13 2110060044 黃寶雲

5 金融管理系 正取14 2110060035 李唐

6 金融管理系 正取17 2110060021 饒育嘉

7 金融管理系 正取18 2110060043 潘映祺

8 金融管理系 正取19 2110060060 王似筠

9 金融管理系 正取20 2110060051 郭秀鳳

10 金融管理系 正取23 2110060054 唐瑞君

11 金融管理系 正取24 2110060106 蔡佳臻

12 金融管理系 正取25 2110060098 邱琳雅

13 金融管理系 備取2 2110060029 呂珮瑜

14 金融管理系 備取3 2110060014 陳予綺

15 金融管理系 備取10 2110060005 黃祥勝

16 金融管理系 備取11 2110060046 謝佳縈

17 金融管理系 備取13 2110060032 秦千淯

18 金融管理系 備取21 2110060010 李柏毅

19 金融管理系 備取22 2110060031 邱乙庭

20 金融管理系 備取24 2110060040 陳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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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2 2110070053 涂心瑀

2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3 2110070012 黃莉雯

3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8 2110070070 左楚倩

4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11 2110070083 張簡詩晏

5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13 2110070017 莊婕芸

6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18 2110070048 鍾育玟

7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19 2110070095 蔡恬伊

8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正取25 2110070085 吉家瑩

9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2 2110070027 謝東芸

1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3 2110070042 倪玟淇

11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6 2110070010 許薰綝

12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0 2110070090 蔡宜蓁

13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1 2110070038 潘琪尹

14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2 2110070022 蕭伊婷

15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4 2110070026 楊婷宜

16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6 2110070066 王偲璟

17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7 2110070033 張晏萍

18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8 2110070061 李文郁

19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19 2110070037 張雅晴

2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20 2110070046 郭采昕

21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22 2110070056 王筱晴

22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23 2110070004 陳罄璉

23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25 2110070035 劉姵圻

24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26 2110070029 何書晴

25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備取30 2110070021 王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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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6 2110080069 黃舒湄

2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2 2110080017 陳田嘉

3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3 2110080021 劉羿伽

4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4 2110080094 吳彥穎

5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正取18 2110080032 曾郁晴

6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1 2110080082 陳柔帆

7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 2110080051 蘇郁庭

8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16 2110080110 陳怡蓁

9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1 2110080079 陳旻暄

10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3 2110080103 古佳玄

11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5 2110080054 莊元惠

12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28 2110080039 劉千榆

13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33 2110080119 楊珮琦

14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備取34 2110080084 葉怡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