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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01008 林○○ 正取生 

111401002 李○○ 正取生 

111401005 蔡○○ 正取生 

111401004 王○○ 正取生 

111401003 吳○○ 正取生 

111401006 鄭○○ 正取生 

111401010 蔡○○ 正取生 

111401001 楊○○ 正取生 

111401007 翁○○ 正取生 

111410009 王○○ 正取生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03006 賴○○ 正取生 

111403005 簡○○ 正取生 

111403002 許○ 正取生 

111403007 許○○ 正取生 

111403004 陳○○ 正取生 

111403003 李○○ 正取生 

111403001 何○○ 正取生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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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04011 洪○○ 正取生 

111404024 黃○○ 正取生 

111404015 張○○ 正取生 

111404013 高○○ 正取生 

111404014 蔡○○ 正取生 

111404012 蘇○○ 正取生 

111404023 沈○○ 正取生 

111404017 吳○○ 正取生 

111404004 李○○ 正取生 

111404016 李○○ 正取生 

111404018 王○○ 正取生 

111404001 劉○○ 正取生 

111404020 林○○ 正取生 

111404006 陳○○ 正取生 

111404007 李○○ 正取生 

111404002 俞○○ 正取生 

111404009 徐○○ 正取生 

111404010 陳○○ 正取生 

111404025 李○○ 正取生 

111404005 簡○○ 正取生 

111404022 黃○○ 正取生 

111404008 劉○○ 正取生 

111404003 黃○○ 正取生 

111404021 許○○ 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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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05002 蘇○○ 正取生 

111405005 蔡○○ 正取生 

111405013 鄭○○ 正取生 

111405003 黃○○ 正取生 

111405001 黃○○ 正取生 

111405021 林○○ 正取生 

111405018 張○○ 正取生 

111405015 林○○ 正取生 

111405014 顏○○ 正取生 

111405017 陳○○ 正取生 

111405006 魏○○ 正取生 

111405012 吳○○ 正取生 

111405009 翁○○ 正取生 

111405010 陳○○ 正取生 

111405011 王○○ 正取生 

111405004 劉○○ 正取生 

111405007 陳○○ 正取生 

111405008 郭○○ 正取生 

111405016 黃○○ 正取生 

111405020 顏○○ 正取生 

111405019 林○○ 正取生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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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位媒體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08023 紀○ 正取生 

111408008 黃○○ 正取生 

111408001 許○○ 正取生 

111408003 李○○ 正取生 

111408004 謝○○ 正取生 

111408005 張○○ 正取生 

111408002 蔡○○ 正取生 

111408014 溫○○ 正取生 

111408016 戴○○ 正取生 

111408022 廖○○ 正取生 

111408006 葉○○ 正取生 

111408007 曾○○ 正取生 

111408009 賴○○ 正取生 

111408015 賴○○ 正取生 

111408020 黃○○ 正取生 

111408010 蕭○○ 正取生 

111408013 賴○○ 正取生 

111408021 蔡○○ 備取 1 

111408017 陳○○ 備取 2 

111408018 劉○○ 備取 3 

111408012 侯○○ 備取 4 

111408019 林○○ 備取 5 

111408011 林○○ 備取 6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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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位媒體系 視覺傳達設計組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09009 陳○○ 正取生 

111409001 簡○○ 正取生 

111409004 吳○○ 正取生 

111409006 陳○○ 正取生 

111409007 蔡○○ 正取生 

111409005 黃○○ 正取生 

111409008 簡○○ 正取生 

111409003 蔡○○ 正取生 

111409002 陳○○ 備取 1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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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管理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10003 吳○○ 正取生 

111410005 鄭○○ 正取生 

111401012 陳○○ 正取生 

111410006 簡○○ 正取生 

111410007 李○○ 正取生 

111410010 林○○ 正取生 

111410004 程○○ 正取生 

111410013 廖○○ 正取生 

111410001 李○○ 正取生 

111410009 陳○○ 正取生 

111410002 紀○○ 正取生 

111410008 李○○ 正取生 

111401011 林○○ 正取生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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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休閒管理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13013 王○○ 正取生 

111413012 陳○○ 正取生 

111413010 許○○ 正取生 

111413005 周○○ 正取生 

111413009 楊○○ 正取生 

111413003 吳○○ 正取生 

111413011 林○○ 正取生 

111413002 莊○○ 正取生 

111413001 蔡○○ 正取生 

111413004 吳○○ 正取生 

111413007 李○○ 正取生 

111413008 史○○ 正取生 

111413006 陳○○ 正取生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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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15007 曾○○ 正取生 

111415015 劉○○ 正取生 

111415002 王○○ 正取生 

111415011 林○○ 正取生 

111415012 陽○○ 正取生 

111415014 廖○○ 正取生 

111415003 趙○○ 正取生 

111415010 廖○○ 正取生 

111415013 張○○ 正取生 

111415001 張○○ 正取生 

111415005 廖○○ 正取生 

111415006 郭○○ 正取生 

111415009 張○○ 正取生 

111415004 陳○○ 正取生 

111415008 葉○○ 備取 1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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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16002 江○○ 正取生 

111416004 邱○○ 正取生 

111416003 何○○ 正取生 

111416009 陳○○ 正取生 

111416005 蔡○○ 正取生 

111416001 楊○○ 正取生 

111416007 葉○○ 正取生 

111416006 陳○○ 正取生 

111416010 謝○○ 正取生 

111416008 黃○○ 正取生 

111416011 彭○○ 正取生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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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17010 吳○○ 正取生 

111417009 林○○ 正取生 

111417011 葉○○ 正取生 

111417012 蔡○○ 正取生 

111417004 許○○ 正取生 

111417006 林○○ 正取生 

111417001 鄭○○ 正取生 

111417008 葉○○ 正取生 

111417005 黃○○ 正取生 

111417003 陳○○ 正取生 

111417002 許○○ 正取生 

111417007 黃○○ 正取生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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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與管理系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 

111418005 謝○○ 正取生 

111418006 謝○○ 正取生 

111418004 丁○○ 正取生 

111418002 楊○○ 正取生 

111418001 方○○ 正取生 

111418009 丁○○ 正取生 

111418008 劉○○ 正取生 

111418007 何○○ 正取生 

111418003 司○○ 正取生 

111418010 陳○○ 正取生 

 

為維護個人權益，錄取正備取生姓名後 2 字以” ○”代替，以資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