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
四技申請入學錄取名單
注意事項：
一、考生錄取通知單及「錄取生同意報到切結書」於 108 年 4 月 25 日寄出。
二、錄取生報到須知請參閱本校寄送之文件，或自行參看附件資料。
三、正取生請於 108 年 5 月 3 日前，填妥「錄取生同意報到切結書」(本校寄送之資料或自行下載
均可)，傳真至本校，並以電話確認已收到傳真。逾期未完成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其缺額
由備取生依序遞補，原錄取生不得異議。
四、當正取生有缺額時，本校將於 108 年 5 月 3 日起依備取順序依次通知遞補。遞補之備取生，屆
時請依遞補通知之規定辦妥報到手續。
五、名單內容如有爭議，以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議為主。(正取生依申請編號排序，備取生依備取
順序排序)

226001 工程與電資學院專班
正取 21 名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2260010001 詹名偉(A130672***)

2260010004 許家豪(A131436***)

2260010009 周振揚(F130867***)

2260010010 陳昱祈(T125935***)

2260010015 莊朝詠(A131446***)

2260010018 何鉅鴻(F130926***)

2260010019 高任賢(H125432***)

2260010023 蔡子渝(F130924***)

2260010024 李紹裕(F131324***)

2260010027 李霖杰(F131127***)

2260010028 陳勁源(F131258***)

2260010029 蔡仁傑(F131314***)

2260010030 童家俊(F130830***)

2260010031 陳冠霖(F131082***)

2260010034 陳威愷(A131364***)

2260010035 陳思齊(F130728***)

2260010045 張軒瑋(F131254***)

2260010046 吳冠毅(F130979***)

2260010047 張皓軍(G122416***)

2260010048 蔡承洋(F130981***)

2260010049 范光宏(F130139***)

226002 觀餐休閒與管理學院專班
正取 56 名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2260020004 賴雨萱(F230202***)

2260020005 謝明毅(B190000***)

2260020006 官欣璇(A230181***)

2260020008 林昱岑(A228714***)

2260020009 林湘芸(M223079***)

2260020019 黃紹語(H125563***)

2260020022 陳少金(A230941***)

2260020025 陳明謙(A131117***)

2260020027 劉楚孝(F131283***)

2260020034 洪晙翔(F130873***)

2260020035 黃聖庭(H125376***)

2260020044 林之喬(F230580***)

2260020045 汪子琳(A230476***)

2260020049 莊如妘(S225240***)

2260020052 陳健文(D123060***)

2260020053 陳容姍(A230263***)

2260020055 金洹陞(F130982***)

2260020056 李軒瑞(E125631***)

2260020059 吳沛珊(F230197***)

2260020061 卜翊倫(K223027***)

2260020063 鄧郁馨(F229993***)

2260020064 黃禹潔(K223100***)

2260020065 鄭卉筑(A230872***)

2260020066 朱芷萱(F230540***)

2260020067 楊孝紳(F131169***)

2260020072 鄭婷瑄(F230705***)

2260020073 賴佩妤(F230557***)

2260020074 許湘琪(A230194***)

2260020075 呂紹祺(A131078***)

2260020077 王晨昕(A23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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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2260020079 李家瑜(R224641***)

2260020080 王怡婷(V221631***)

2260020083 陳昱廷(M123002***)

2260020088 邱亭霓(H225512***)

2260020089 李婕歆(L225244***)

2260020090 鄭于又(A130718***)

2260020091 章文芸(A230207***)

2260020095 曹喨勛(A131472***)

2260020097 韓家君(P224551***)

2260020098 史培民(K123129***)

2260020105 何雲緒(F130549***)

2260020106 李欣蕙(F230634***)

2260020107 潘念萍(H225584***)

2260020109 鄭喬帆(F230366***)

2260020110 高權宏(F131004***)

2260020114 徐雲鵬(F130315***)

2260020115 高佑嘉(F130983***)

2260020116 盧昇紘(F131068***)

2260020117 廖詡翔(F131138***)

2260020118 謝沛樺(C221583***)

2260020120 林秈蓉(S225088***)

2260020121 許文智(A130562***)

2260020122 張凱傑(Q124414***)

2260020123 梁紫晴(A230501***)

2260020124 劉玉婉(A230877***)

2260020125 游雯心(F230047***)

226003 創新設計學院專班
正取 33 名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申請編號 / 姓名 / 公告身分證

2260030007 金語婕(A230202***)

2260030009 陳翃詮(X120621***)

2260030011 李心瑜(A270058***)

2260030012 張晏維(C221578***)

2260030014 沈煒晟(A131116***)

2260030015 施薾鈞(L125764***)

2260030016 鄭軒博(F131182***)

2260030023 黃韋珊(A230941***)

2260030029 學品成(A130561***)

2260030035 王敏傑(A131357***)

2260030037 劉秉佑(A131051***)

2260030042 李宜庭(A230275***)

2260030044 吳宜庭(J222929***)

2260030051 劉祐瑋(A130558***)

2260030054 劉珈飴(I200493***)

2260030055 楊宗翰(F131231***)

2260030057 鄭翊辰(A131363***)

2260030058 洪郁瑄(H225289***)

2260030060 田鎮 (F130755***)

2260030062 吳宗昊(A130714***)

2260030063 劉銘翰(F130870***)

2260030064 陳彤潔(A230501***)

2260030065 黃祈臻(A230880***)

2260030067 楊澍華(A130719***)

2260030069 劉羿辰(F131327***)

2260030073 薛廷安(C121671***)

2260030074 陳冠傑(A130723***)

2260030075 嚴心妤(A230260***)

2260030078 周廷翰(C121661***)

2260030080 張乃文(F230578***)

2260030084 徐愷蔓(A230569***)

2260030085 陳家銘(A131048***)

2260030086 李順嘉(L125284***)

2260030039 謝長霖 備取 2

2260030027 莊聆瑄 備取 3

備取 12 名
2260030071 袁鳴絹 備取 1
(A230873***)
2260030031 白如賢 備取 4
(H125658***)
2260030043 林昶成 備取 7
(F131131***)
2260030061 黃俊瑋 備取 10
(F131378***)

(H125715***)
2260030024 黃靜芳 備取 5
(A230472***)
2260030045 張丞凱 備取 8
(A131474***)
2260030056 陳禹安 備取 11
(V221749***)

(F229766***)
2260030041 莊雅君 備取 6
(H225366***)
2260030018 陳政安 備取 9
(F130861***)
2260030021 林俊志 備取 12
(U122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