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錄取名單及報到事宜 

 

 

報到注意事宜: 

1. 於 8月 12日前以限時專送郵寄錄取報到知單 

2. 於 8月 12日起將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 

243 新北巿泰山區工專路 84號教務處註冊組，封面註明：111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XXX系 XXX姓名。 

3. 未郵寄寄回畢業證書者，請於 9月 5日將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攜回本校並於 9

月 5日註冊交至註冊地點-體育館 3樓或於 9月 6日親交至教學大樓 3樓註冊組。 

 

入學前有幾項重要事項及時程列於下，請務必配合辦理 

時     程 重   要   事   項 承辦人分機 

111年 8月 12日起 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畢業證書正本寄回 4202~05 

111年 8月 12日（五） 寄出新生註冊須知及註冊繳費收據 4205~05 

111年 8月 15日（一）起   
新生請輸入新生基本資料 

https://info.mcut.edu.tw/freshyear/ 

4307 

111年 9月 04日（日）

13:30 

親師座談會 https://cutt.ly/SmlVcVh 4321 

111年 9月 04日（日）

08:00~ 

新生入住 4312 

111年 9月 05日（一） 新生健康檢查暨未完成註冊補註冊-體育館 3

樓 

4202~05 

111年 9月 05日 (一)~08

日 

新生定向輔導營 4304 

111年 9月 12日（一） 開始上課  

 

 

 

 

 

 

 

https://info.mcut.edu.tw/freshyear/
https://cutt.ly/SmlVcVh


類別名稱 系科組名稱 考生姓名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陳O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蕭O宏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李O澍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王O森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高O堉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簡O緯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温O豪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邱O芫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曾O慈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謝O昌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張O旻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陳O錡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黃O緯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呂O豪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蔡O諺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徐O維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曾O晨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吳O瑜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林O辰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徐O弘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費O倫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邱O閎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劉O毅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郭O瑋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陳O閔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龔O宇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謝O盈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吳O旭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陳O銍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章O成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潘O娟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田O霖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蔡O縉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蘇O輔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王O生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楊O鑫

機械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盧O佑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錄取名單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呂O富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潘O彥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劉O鈞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楊O翔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孫O宸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吳O祐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聶O安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林O謙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李O全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李O廷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黃O嘉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胡O安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曾O文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伍O奇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張O豪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江O豫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邱O翔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廖O得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謝O勛

機械群 材料工程系 林O宥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簡O佑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黃O証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邱O燁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陳O安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黃O承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李O霖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潘O諭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徐O曜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林O蒼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周O恩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林O佑

機械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蘇O丞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翁O喬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沈O宏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李O軒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吳O宏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王O文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劉O青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鄧O堰



機械群 化學工程系 李O愷

機械群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王O安

機械群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鄭O宏

機械群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廖O閎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鄭O翔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鄭O璋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林O縉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林O豐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李O綸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鄭O軒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謝O均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黃O凱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陳O翰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廖O全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賴O帆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陳O霖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楊O政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謝O宸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許O愷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吳O玄

機械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陳O豪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黃O城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陳O穎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黃O序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王O佐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林O賢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陳O翔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張O愷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葉O均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陳O易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陳O翌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賴O齊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陳O緯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楊O誠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鄒O楷

動力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林O安

動力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 李O英

動力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 黃O颺

動力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 蔡O達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謝O佐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羅O綸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李O儀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蘇O允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陳O勳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黃O修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鄭O星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賴O哲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莊O琦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干O平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陳O宏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陳O宇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黃O榳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薛O元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吳O叡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蕭O謙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陳O暉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廖O承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工程系 李O宸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郭O辰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卓O均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鍾O霖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吳O辰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簡O懷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蔡O源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徐O聖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王O竣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黃O翔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林O璋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周O順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子工程系 楊O融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材料工程系 魏O民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材料工程系 林O慶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材料工程系 林O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機工程系 柯O谷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機工程系 黃O承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機工程系 楊O中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機工程系 陳O勳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機工程系 陳O豪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唐O凱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孫O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謝O羽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洪O哲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周O凱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林O芫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蔡O凱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莊O崴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楊O亮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蔡O貞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陳O賦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張O禎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電子工程系 張O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吳O森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劉O勳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劉O宏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材料工程系 翁O宇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材料工程系 吳O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化學工程系 柯O耀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化學工程系 林O楷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化學工程系 林O陞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化學工程系 鄧O茵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陳O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曹O揚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曾O誠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花O德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簡O軒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許O祐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江O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李O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駱O宇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陳O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陳O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莊O維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林O宇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陳O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劉O瑋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簡O栭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葉O緯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陳O昱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陳O碩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廖O竤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鄭O祥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蔡O昀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黃O恩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郭O睿

化工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范O逢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邱O筑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許O曦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陳O婷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陳O妤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洪O廷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林O筠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林O柔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李O臻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翁O涵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O安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蔣O瑜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汪O芸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孟O璇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許O琪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O蓁

設計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李O承

設計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賴O妤

設計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林O翰

設計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莊O彥

設計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郭O昀

設計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黃O庭

設計群 經營管理系 張O媜

設計群 經營管理系 劉O慈

設計群 經營管理系 林O雯

設計群 經營管理系 王O瑄

設計群 經營管理系 郭O劭

商業與管理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李O辰

商業與管理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洪O傑

商業與管理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沈O薰

商業與管理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張O霖

商業與管理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鍾O然



商業與管理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莊O潔

商業與管理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顏O宥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胡O菱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李O圻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李O萱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張O瑜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黃O哲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陳O彤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陳O宏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陳O蓁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彭O郡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王O晴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陳O蓁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張O祥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徐O隆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凃O妤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陳O萱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戴O芸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王O楷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卓O妤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施O若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吳O中

商業與管理群 經營管理系 蕭O欣

商業與管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唐O

商業與管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廖O誠

商業與管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黃O家

商業與管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林O葳

商業與管理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鄭O云

商業與管理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汪O芹

商業與管理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邱O婷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曾O樂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蘇O寧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徐O嵇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梁O柏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顏O瑩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林O歆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吳O儒

外語群英語類 經營管理系 陳O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