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鳳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正取生榜單 

機械工程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10004 吳柏威 正取生 

2330010015 李承洋 正取生 

2330010008 黃泓嘉 正取生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20003 周建豪 正取生 

2330020011 張登棋 正取生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30007 林稚庭 正取生 

2330030005 張登棋 正取生 

 

  



吳鳳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正取生榜單 

電機工程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40020 黃偉豪 正取生 

2330040036 張俊傑 正取生 

2330040006 張晉榮 正取生 

2330040011 江政凱 正取生 

2330040039 朱晏鋒 正取生 

2330040037 洪少筠 正取生 

 

 

消防系（一）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50003 洪東澤 正取生 

2330050024 李俊模 正取生 

2330050106 李昆翰 正取生 

2330050064 黃信菘 正取生 

2330050020 邱柏彰 正取生 

2330050088 吳聖祥 正取生 

2330050028 許展誌 正取生 

2330050102 陳誠 正取生 

2330050087 尤碩楷 正取生 

2330050084 陳柏豪 正取生 

2330050056 謝佩妘 正取生 

2330050060 黃偉豪 正取生 

2330050093 周建源 正取生 

2330050071 余定驊 正取生 

2330050054 吳柏毅 正取生 

 



吳鳳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正取生榜單 

消防系（二）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50090 林天祐 正取生 

2330050011 謝尚位 正取生 

2330050025 王博弘 正取生 

2330050014 王佳群 正取生 

2330050067 許益嘉 正取生 

2330050043 邱品翔 正取生 

2330050012 莊森富 正取生 

2330050030 官宏樺 正取生 

2330050075 侯芷穎 正取生 

2330050036 賴翊玄 正取生 

2330050081 曾泓維 正取生 

2330050080 陳宇軒 正取生 

2330050092 許協益 正取生 

2330050105 王宣茹 正取生 

2330050076 趙梓傑 正取生 

2330050078 石竣升 正取生 

2330050068 潘哲豪 正取生 

2330050074 陳裕森 正取生 

2330050042 陳永翔 正取生 

2330050026 吳姿瑩 正取生 

2330050018 蔡恩維 正取生 

2330050052 李育安 正取生 

2330050050 李建儀 正取生 

2330050108 張昱恒 正取生 

2330050041 蕭廉育 正取生 

 



吳鳳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正取生榜單 

餐旅管理系烘焙組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60013 吳金達 正取生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70023 巫鈺婷 正取生 

2330070012 王博弘 正取生 

 

 

長期照護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80004 洪藝庭 正取生 

2330080002 林佑蓁 正取生 

 



吳鳳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備取生榜單 

機械工程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10005 吳岱融 備取生第一名 

2330010011 李佳鴻 備取生第二名 

 

 

電機工程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40010 張詔凱 備取生第一名 

2330040035 陳昶羽 備取生第二名 

2330040026 林楷程 備取生第三名 

2330040021 蔡東霖 備取生第四名 

2330040027 張芙嘉 備取生第五名 

2330040017 林煒竣 備取生第六名 

2330040040 許銘峰 備取生第七名 

2330040028 蔡東峻 備取生第八名 

2330040014 陳勇憲 備取生第九名 

2330040031 許協益 備取生第十名 

2330040016 林廉凱 備取生第十一名 

 

 

 

 

 

 

 

 

 

 



吳鳳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備取生榜單 

消防系 

申請編號 姓名 錄取 

2330050079 沈鈞驊 備取生第一名 

2330050110 温邦旭 備取生第二名 

2330050109 張源博 備取生第三名 

2330050049 林智暐 備取生第四名 

2330050086 施怡如 備取生第五名 

2330050021 林祈助 備取生第六名 

2330050035 鄧翔成 備取生第七名 

2330050039 黃偉誌 備取生第八名 

2330050031 黃盈嘉 備取生第九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