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系（組）、學程名稱 申請編號 姓名 原就讀學校

1 保險金融管理系 2010010017 盧耕亮 私立立人高中

2 保險金融管理系 2010010042 高薏婷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3 保險金融管理系 2010010047 戴美淇 私立五育高中

4 保險金融管理系 2010010057 鍾旻席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5 保險金融管理系 2010010220 陳亞萱 私立磐石高中

6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06 盧宣穎 私立揚子高中

7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16 汪廷蓉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8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17 李宜蓁 私立正心高中

9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19 吳宜珊 國立溪湖高中

10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34 蔡嘉容 國立苑裡高中

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39 蔡詠媛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42 秦瑞妙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13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47 容雪婷 私立華盛頓高中

14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60 陳育瑾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15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66 蕭芷婕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16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85 葉昱楨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17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092 蔡方柔 私立興華高中

18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107 張珈甄 私立普台高中

19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114 陳羿齊 國立水里商工

20 銀髮產業管理系 2010020119 陳佳琳 私立黎明高中

21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10 謝昀汝 國立羅東高中

22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13 張鴻志 私立立人高中

23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27 陳彥綸 私立立人高中

24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50 倪邦倫 國立旗美高中

25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76 賴沛苡 私立明道高中

26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82 簡戍證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27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87 游東霖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28 營建工程系 2010030090 吳宗瑋 國立員林高中

29 營建工程系 2010030109 黃雅筑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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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營建工程系 2010030110 謝雅靜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31 營建工程系 2010030114 蘇霆溢 高雄市立路竹高中

32 營建工程系 2010030146 鄭仕謙 私立港明高中

33 營建工程系 2010030167 李文心 國立苑裡高中

34 營建工程系 2010030180 陳姿嫣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35 營建工程系 2010030186 林彥華 私立港明高中

36 營建工程系 2010030220 黃芷葳 國立華南高商

37 營建工程系 2010030223 賴協銀 彰化縣立和美高中

38 營建工程系 2010030243 蔡岳融 私立東海大學附中

39 營建工程系 2010030265 林承翰 國立嘉義高商

40 營建工程系 2010030314 李佳晉 私立弘文高中

41 營建工程系 2010030318 林子忻 私立新民高中

42 營建工程系 2010030320 魏彤宇 私立新民高中

43 營建工程系 2010030343 陳昱達 國立屏東高中

44 營建工程系 2010030351 董士丞 私立啟英高中

45 營建工程系 2010030364 林臣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中

46 營建工程系 2010030410 江柏廷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4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007 劉哲維 私立立人高中

48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048 吳千瑛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4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061 洪琮育 私立立人高中

5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071 吳皓瑋 國立苗栗高中

5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083 江孟慈 國立竹東高中

5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08 許彥勛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5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10 蕭國燿 私立輔仁高中

5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16 李承芸 國立中興高中

5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21 王常銨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5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33 黃萬竣 私立弘文高中

5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38 林昌佑 國立關西高中

58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39 林寶善 私立育達高中

5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57 枋心妤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6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10040169 李俊成 私立明德高中

61 應用化學系 2010050014 胡凱茹 私立立人高中

62 應用化學系 2010050054 陳均葦 國立溪湖高中



63 應用化學系 2010050058 陳延浚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64 應用化學系 2010050068 鍾益賢 國立竹山高中

65 應用化學系 2010050080 古凱綸 國立苑裡高中

66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04 吳念樺 私立嶺東高中

67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13 黃乙晨 國立卓蘭高中

68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14 林宥廷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

69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22 敖子軒 私立僑泰高中

70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34 莊品宸 私立東海大學附中

71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41 羅霆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72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53 謝丞威 私立僑泰高中

73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55 鄭智耀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

74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56 吳佳珍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

75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60 陳冠廷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76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62 龔靖婷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77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66 李宗諺 私立弘文高中

78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71 張詠詠 私立治平高中

79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72 張裕鈞 私立治平高中

80 應用化學系 2010050182 吳彥廷 國立屏東高中

81 應用化學系 2010050209 許登翔 國立鹿港高中

82 應用化學系 2010050214 蔣立誠 國立基隆高中

83 應用化學系 2010050216 蕭万淐 私立宜寧高中

84 應用化學系 2010050222 林煜翔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85 應用化學系 2010050227 賴昱潁 國立員林高中

86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001 江宗岳 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87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031 林佳怡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88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056 王麒楷 私立建臺高中

8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082 李承翰 私立精誠高中

9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108 吳近綾 國立竹東高中

9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121 胡若晨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92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130 張可欣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93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192 郭勝懋 國立員林高中

94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194 林佑丞 私立華盛頓高中

95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200 黃上維 市立楊梅高中



96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209 劉宸欣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97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216 林沂芳 私立新民高中

98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010060221 廖鍵至 私立立人高中

99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006 趙元瑄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100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017 劉翰徽 國立彰化高中

101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022 賴柏宇 國立旗美高中

102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058 林妤宣 私立光仁高中

103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068 徐震洋 國立苑裡高中

104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084 宋偉綸 私立華盛頓高中

105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091 陳芊陵 私立華盛頓高中

106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07 吳亞璇 私立德光高中

107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09 陳柏淮 私立德光高中

108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16 楊閎翔 桃園市立南崁高中

109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19 張庭瑄 國立中興高中

110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28 謝其蓁 私立弘文高中

111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48 李庚餘 私立正心高中

112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49 蔡曜丞 私立正義高中

113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54 林苾縈 國立鳳新高中

114 建築系建築組 2010070158 施昶安 私立常春藤高中

115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039 羅雅玉 國立家齊高中

116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047 楊右任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117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058 陳宥礽 私立明德高中

118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107 郭于嫻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11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126 吳承晏 私立曙光女中

120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141 馮醇錤 私立黎明高中

121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143 董芳綺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

122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161 劉惠怜 國立屏東女中

123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171 陳忠廷 私立弘文高中

124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2010080194 張敦皓 私立南光高中

125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10090308 白于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126 視覺傳達設計系 2010090321 黃梓寧 國立龍潭高中

127 工業設計系 2010100020 林嘉豪 私立立人高中

128 工業設計系 2010100036 王怡晴 私立立人高中



129 工業設計系 2010100061 黃莉嵐 國立斗六高中

130 工業設計系 2010100092 陳苡琳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131 工業設計系 2010100107 張鈺麟 私立忠信高中

132 工業設計系 2010100119 王詠霖 私立建臺高中

133 工業設計系 2010100130 鍾佳軒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134 工業設計系 2010100135 林頌慈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135 工業設計系 2010100171 吳宗元 私立嶺東高中

136 工業設計系 2010100182 賴姵辰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

137 工業設計系 2010100190 陳怡安 私立道明高中

138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02 林伯軒 國立苑裡高中

139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36 謝政昀 國立竹東高中

140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38 李安語 私立磐石高中

141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55 郭喬文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142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56 詹育衡 私立東山高中

143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70 張若葳 私立常春藤高中

144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79 廖英傑 彰化縣立和美高中

145 工業設計系 2010100283 陳柏喬 國立陽明高中

146 工業設計系 2010100305 雷心慈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147 工業設計系 2010100377 劉芝穎 私立弘文高中

148 工業設計系 2010100393 陳威昌 私立致用高中

149 工業設計系 2010100473 趙家均 國立苗栗高中

150 工業設計系 2010100488 馬崑源 私立正德高中

151 工業設計系 2010100499 李昱醇 私立立人高中

152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04 杜怡萱 私立振聲高中

153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22 張庭耀 國立嘉義高中

15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24 許茜夢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155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52 徐薪格 私立新興高中

156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59 謝雁羽 私立嶺東高中

157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63 王姿鈺 國立北門高中

158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67 賴子琦 國立苑裡高中

159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72 王昱婷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

160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79 楊詠涵 私立嶺東高中

161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098 陳佩君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162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105 劉祺煊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163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122 邱思茹 雲林縣蔦松藝術高中

16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124 楊崇慶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

165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126 范紜甄 私立弘文高中

166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149 温思婷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167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150 張雅淳 國立南投高中

168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010110151 劉沂欣 私立僑泰高中

169 傳播藝術系 2010120007 蕭棨鴻 私立道明高中

170 傳播藝術系 2010120015 董芷琳 國立北斗家商

171 傳播藝術系 2010120048 王安庭 私立正心高中

172 傳播藝術系 2010120061 蔡欣蓉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173 傳播藝術系 2010120074 簡宏哲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174 傳播藝術系 2010120116 林育臻 國立北港高中

175 傳播藝術系 2010120134 江建鋒 私立華盛頓高中

176 傳播藝術系 2010120149 王靜怡 新北市立樟樹實中

177 傳播藝術系 2010120159 王彣禎 私立聖功女中

178 傳播藝術系 2010120164 鍾孝涓 國立屏東女中

179 傳播藝術系 2010120212 黃俞潔 國立彰化女中

180 社會工作系 2010130083 詹子瑤 國立員林高中

181 社會工作系 2010130084 王妤玟 國立員林高中

182 社會工作系 2010130128 紀華娟 私立嶺東高中

183 社會工作系 2010130169 郭菀寧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184 社會工作系 2010130180 郭舒繐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185 社會工作系 2010130273 吳芸瑄 私立明達高中

186 社會工作系 2010130310 麥佩君 私立弘文高中

187 社會工作系 2010130351 易奕萱 國立南投高中

188 社會工作系 2010130356 簡嘉俊 國立南投高中

189 社會工作系 2010130363 游蕓慈 私立普台高中

190 幼兒保育系 2010140027 林岑靜 私立海星高中

191 幼兒保育系 2010140064 賴渝晴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

192 幼兒保育系 2010140096 吳宜臻 國立虎尾高中

193 幼兒保育系 2010140097 沈映彤 國立虎尾高中

194 幼兒保育系 2010140203 宋心閱 市立楊梅高中



19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22 黃彥庭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19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25 姚智凱 國立員林高中

19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27 陳文昇 國立溪湖高中

198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49 黃于庭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

199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80 賴冠銘 私立恆毅高中

200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83 孫玄祐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

201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98 温則安 私立育達高中

202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099 高紫綸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203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010150106 陳明蕙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204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031 蔡孟廷 國立員林高中

205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038 張植城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206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040 許𦭳喬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

207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067 蘇沐恩 國立竹東高中

20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084 陳傑恩 私立華盛頓高中

20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105 吳佳恩 私立宏仁女中

210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149 廖宏承 臺中市立后綜高中

211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2010160167 周思妘 屏東縣立東港高中

212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25 施韋丞 國立員林高中

213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27 江柏叡 國立溪湖高中

214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30 林奕境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215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56 許浚銜 國立虎尾高中

216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68 林坤昇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217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69 王輔慶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218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73 周宸平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219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77 鄭富榕 私立華盛頓高中

220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90 何瑾綉 國立彰化高商

221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099 李彥儒 私立正德高中

222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110 沈欣霈 國立竹南高中

223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119 方羿凱 私立僑泰高中

224 資訊與通訊系 2010170153 楊孟翰 私立新民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