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組）、學程名稱 申請編號 姓名 原就讀學校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055 林育成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01 謝佳盷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04 徐少懷 國立竹南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13 闞敏齊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34 林鈺婷 國立北門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39 鄭家莉 彰化縣立和美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58 江宜萱 國立苑裡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60 王靚婷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72 蔡佩君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82 吳若筠 私立常春藤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90 張峻鶴 私立僑泰高中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10196 陳妍采 國立馬祖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03 陳欣弘 私立立人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05 舒俊哲 私立立人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07 林聖揚 私立立人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14 張亦淳 私立明道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18 孫品軒 私立瀛海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21 劉威廷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29 吳佳澄 國立花蓮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30 許逸盛 國立花蓮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31 蔡宜澄 國立花蓮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38 許資阜 私立揚子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44 劉彥呈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74 陳怡樺 私立港明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079 陳珈后 國立斗六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04 顏詠禛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05 傅品嘉 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11 彭文宏 國立竹南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12 林昱佑 國立竹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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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系 2010020117 陳孝政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18 黃柏豪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29 蔡岳倫 國立華南高商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32 蔡碩洋 私立東海大學附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33 吳沛宸 私立南光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41 郭伺鈳 私立文興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54 ?凱傑 國立斗六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63 紀俊瑋 國立苑裡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64 林佑穎 國立苑裡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65 邱怡珊 國立苑裡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66 陳昶諭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79 劉宇祥 國立苗栗高中

營建工程系 2010020195 梁哲銘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021 鄭家洋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044 賴俊穎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046 羅盛彬 國立花蓮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065 陳昊俞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071 郭裔明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091 吳善富 私立育達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110 姜伯諭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162 陳虹綾 國立溪湖高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176 黃偉皓 國立二林工商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30262 丁雍真 國立鹿港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07 程品瑄 國立中興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13 莊蕙慈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19 許庭毓 國立蘭陽女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21 張少筠 私立立人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38 張耀峰 國立竹山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49 楊錚 私立大明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50 張家嫚 國立溪湖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54 楊詠晴 國立二林工商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59 陳鍇毅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64 賴曉怡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68 陳昱廷 國立屏北高中

應用化學系 2010040078 朱俊霖 國立曾文家商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019 林鈺翔 私立明道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057 陳玠錞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091 林凱翔 私立華盛頓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160 張嘉宇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174 施瑋鋐 私立淡江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185 林怡湘 私立南光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187 向桓夆 私立南光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266 李泳承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50273 林詩容 國立苗栗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23 賴冠呈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36 吳宸甫 私立瀛海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40 伍桓玉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45 張立勳 國立臺東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70 蔡享昱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71 魏南滸 國立基隆女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74 鄭湘蓉 國立岡山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094 張勝翰 國立基隆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117 林育萱 私立復旦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126 徐如君 國立竹南高中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194 鄭向宏 國立嘉義高工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60209 郭昀涵 國立彰化高商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004 李潔妮 私立立人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019 許秝豪 私立振聲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108 林君彥 私立弘文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111 蔡辰旖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117 林宛儀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123 陳怡君 私立嘉華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144 郭政杰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163 楊仲仁 國立新化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190 李珮琪 私立金陵女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220 賴品蓁 國立屏北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254 王瑀 國立花蓮女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260 黃羽暄 私立揚子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262 許智凱 國立楊梅高中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70263 黃玲蓁 漏列學校或其他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09 戴郡奕 私立立人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10 莊惟恩 私立德光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15 王宥升 私立精誠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21 張建勛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28 施又仁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61 王育仁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67 余竺軒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72 黃湘玲 國立新營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75 張馨文 私立弘文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80 呂致嫻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82 倪士傑 國立竹南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84 李明晉 國立宜蘭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89 李佳安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90 許嘉誠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095 呂文琳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112 林亭妤 私立大明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124 林咨宥 國立後壁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126 陳奕妤 私立僑泰高中

工業設計系 2010080132 鄒詠棋 進修學校(補校)或夜間部

傳播藝術系 2010090073 黃湘汝 私立新民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083 郭子瑄 私立崇光女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088 郭家競 國立花蓮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172 林琮哲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226 黃玟霏 國立屏東女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239 賴育珊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250 徐易廷 國立竹南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254 詹欣怡 國立竹南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281 張嘉蓁 私立文興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309 林薇安 私立淡江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347 李安妮 私立協和祐德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351 梁若蓁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359 藍翊庭 私立東海大學附中

傳播藝術系 2010090380 張淯婷 國立苑裡高中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00020 林怡正 私立立人高中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00070 吳奕勳 私立大明高中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00073 謝昱婕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015 洪琮瑋 私立立人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017 廖家儀 私立明道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033 林以勒 私立德光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037 黃甫鈞 私立瀛海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048 陳方云 國立蘭陽女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077 邱瓘淯 私立南山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114 蔡涵亦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125 黎家妤 私立致用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131 林子峻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157 林瑋晨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10192 邱韻芩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30041 陳亞約 私立明道高中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30125 陳姵汝 國立基隆女中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30311 陳奕崴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30340 吳彥寬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30381 洪誠炫 國立苑裡高中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30421 李昀芸 國立苗栗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