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2 劉O聖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9 黃O勛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1 黃O程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2 周O錩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5 沈O允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6 陳O祐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7 胡O皓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5 李O盛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6 吳O霖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9 沈O芸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0 張O彥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2 郭O佑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5 張O茗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9 林O縈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0 陳O倫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2 陳O翔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5 張O鈞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7 陳O廷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8 王O豪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3 林O瓏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6 白O碩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7 林O家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8 陳O劭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2 賴O劭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6 許O璿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7 林O竣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8 丁O瑩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0 黃O楷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4 林O緣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6 張O祥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8 徐O澤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33 高O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34 郭O瑋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01 曾O睿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4 陳O維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5 謝O安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5 張O恩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7 呂O緯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9 陳O宇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3 龎O志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4 洪O哲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6 曾O程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8 賴O維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9 謝O豪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42 劉O榤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1 劉O猷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3 林O明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4 侯O廷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5 黃O丞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6 陳O洋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7 黃O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5 傅O庭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6 許O詔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2 陳O諺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6 吳O勳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7 呂O浡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0 譚O華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4 李O睿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5 陳O甫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4 楊O諭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6 蔡O丞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8 蔡O綸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4 簡O軒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6 林O正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7 古O宏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9 馮O睿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0 李O嘉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1 羅O愷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2 張O震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0 楊O齊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3 蕭O權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6 柯O諺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1 陳O泓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9 蔡O庭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1 許O陞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6 鄭O恩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3 林O緯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7 黄O淇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8 吳O鋐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1 簡O宇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2 林O廷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5 高O翔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6 黃O芸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7 陳O辰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7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0 江O睿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1 莊O盛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4 林O曄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6 林O宏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8 陳O穎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9 呂O瑋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91 黃O宏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1 蘇O誠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2 張O寬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4 鄭O大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6 邱O霖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7 林O彧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0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3 李O承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4 周O崴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34 廖O鈞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35 杜O震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0 吳O安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2 林O荏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7 何O甫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8 吳O緯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2 張O哲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3 陳O廷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4 陳O諭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0 張O雯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5 王O佐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8 何O嘉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0 馬O程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5 林O廷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9 楊O傑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0 呂O寧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5 林O諺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6 郭O睿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9 陳O翰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90 温O仁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91 劉O丞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4 賴O辰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8 彭O豫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0 吳O昊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1 曾O諺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2 江O緯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6 王O緯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8 陳O翰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0 王O安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3 周O翔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5 陳O碩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6 王O淳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7 李O謙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9 張O謙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0 吳O賢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3 林O善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7 林O勳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3 藍O霖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4 林O傑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8 許O綸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1 李O瑋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2 曾O瑋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8 何O凱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1 陳O晰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7 羅O宇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8 賴O綸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71 蔡O瑋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72 簡O喆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80 黃O元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82 尹O駿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87 魏O宇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0 游O宏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3 林O佑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9 陳O恩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0 曾O健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1 曾O錦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5 江O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6 黃O淞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8 李O倫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9 徐O傑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6 王O元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9 廖O榮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5 鄭O懿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6 何O霆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7 陳O成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9 王O勳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40 詹O灃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5 林O燁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2 鄭O宇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3 張O齊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4 范O瀚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7 黃O豪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0 張O淵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1 蔡O成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3 劉O熙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0 曾O誠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1 潘O睿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2 楊O樺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8 王O棋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0 蘇O紘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1 王O承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3 林O洋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7 謝O志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50 林O凱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51 林O俞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3 郭O岑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7 董O毓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1 曹O聖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2 黃O維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4 康O愷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6 王O翰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7 呂O祐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0 陳O憲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2 邱O南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9 蔡O哲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0 林O芳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1 林O育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5 周O宇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1 黃O翔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3 賴O安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7 許O文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9 趙O稚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1 謝O辰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4 林O揚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8 曹O謙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6 陳O翰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8 林O晟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1 高O承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4 許O和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6 董O家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8 鄧O仁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1 唐O傑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8 游O翔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1 陳O錚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2 林O安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6 林O毅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01 陳O磊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1 劉O鈞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3 鍾O勳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4 陳O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5 王O杰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26 張O甄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3 謝O蓁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6 施O文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8 官O家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0 王O基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5 李O熠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7 胡O政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9 王O晨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50 田O綺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52 林O憲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57 陳O元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0 王O德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1 林O安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5 黃O軒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1 沈O翔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3 李O仁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4 詹O博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7 李O豪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8 葉O振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3 陳O濤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6 陳O銘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8 曾O傑

電子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90 何O謙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3 丁O畯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6 葉O宸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7 侯O伶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8 李O南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10 呂O芬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1 洪O霆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2 劉O芸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5 鄭O心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9 陳O丞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5 盧O芯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7 曾O媞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8 曾O傑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9 朱O豪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1 吳O博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2 李O諺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6 許O賢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7 郭O閎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8 温O勛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51 陳O諺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55 鄧O信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1 李O妤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6 范O其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9 劉O圓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0 許O銘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2 詹O帆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3 徐O林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6 戴O佑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9 謝O芮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88 蕭O軒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4 楊O宸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5 陳O仁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6 吳O宏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9 游O誠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1 吳O睿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4 劉O佑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0 林O毅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4 林O隆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7 葉O元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0 林O佑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4 蔡O彥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6 張O恩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7 林O翰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12 徐O恩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18 郭O文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22 許O倫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08 許O境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14 范O凱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27 陳O穎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16 李O安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2 沈O辰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7 李O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8 黃O鋒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33 黃O銚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47 楊O婷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2 陳O曄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4 解O翊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1 林O傑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6 林O柔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7 賴O翰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9 陳O志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21 徐O璘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2 蕭O晴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4 王O霖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7 王O行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10 陳O安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15 王O庭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08 趙O頡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0 蕭O邑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3 林O凱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7 羅O齊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9 吳O瑋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2 李O珈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5 洪O傑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7 顏O毅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4 曾O鈞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7 黃O甄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9 朱O宇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42 黃O豪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46 陳O好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49 許O獻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3 蔡O洋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4 吳O宇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7 吳O蓁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0 郭O原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1 翁O翔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4 黃O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6 林O翔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8 萬O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76 王O勛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78 黃O揚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0 李O葶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1 陳O卉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5 羅O耀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7 陳O村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91 賴O羽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99 游O勝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3 簡O堯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4 邱O倫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7 黃O宣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2 陳O達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6 陳O璿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7 張O宏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0 邱O軒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4 陳O瑋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8 陳O誠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1 林O錡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3 陳O豪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4 廖O維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5 劉O文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9 梁O均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2 謝O峻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3 林O祐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8 黃O霈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50 詹O偉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4 楊O翰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5 陳O安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7 李O毅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8 蔡O宇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6 李O諠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0 陳O廷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2 唐O翔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4 陳O傑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5 鮑O維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6 曾O唐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30 廖O毅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35 蕭O智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09 李O仁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15 唐O駿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7 謝O均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9 莊O富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32 吳O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35 曾O堂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1 許O媗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3 陳O甫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4 詹O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1 吳O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3 劉O宇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4 曾O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7 林O育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6 翁O承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8 關O媗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3 林O瀚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4 游O侑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7 詹O毅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9 何O哲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34 劉O峻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5 劉O蕾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6 王O玲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9 沈O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18 陳O潔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19 陳O庭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29 李O穎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5 賴O芳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8 連O哲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1 劉O慈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3 李O靖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2 黃O菱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5 黃O勁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7 吳O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9 文O綺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4 林O瑜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5 楊O榕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8 李O儒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70 鄧O萱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01 何O頡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06 簡O呈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0 邱O禕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1 徐O妤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3 羅O妤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5 何O頤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8 黃O呈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0 廖O婷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3 李O穎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35 李O瑾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39 蕭O妤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3 周O原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9 黃O凱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59 呂O瑄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2 李O智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6 張O瑄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0 林O芝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1 黃O喬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4 莊O諭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6 顏O佑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85 吳O語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6 李O蓁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8 陳O庭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3 呂O玫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6 林O妤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7 林O縈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8 邱O寧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0 陳O如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1 黃O旋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4 謝O倢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5 林O豪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0 魏O妡

經營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8 郭O廷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01 賴O柔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05 許O涵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2 邱O澔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3 張O雯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4 張O雅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9 康O婷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21 康O芸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25 黃O淇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27 白O渝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2 鄭O君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3 謝O玫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4 金O安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9 楊O瑜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2 李O倫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4 黃O茹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5 林O旻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1 宋O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6 葉O辰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8 王O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4 李O涵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6 田O佑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31 孫O陽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01 林O勛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06 徐O慈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5 陳O安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1 曾O翔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3 陳O蓁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7 張O瑜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1 沈O嘉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2 黃O涵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5 簡O霖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3 張O捷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6 林O婷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7 林O婷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8 唐O杏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0 馮O樂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6 陳O臻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8 謝O婕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0 黃O媞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1 陳O方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5 葉O瀅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05 洪O珣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06 李O晨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0 林O辰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1 王O宇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2 何O玲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5 李O慧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6 李O涵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9 葉O筠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27 池O諭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2 劉O念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3 林O希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5 陳O銓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2 林O萱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3 陳O禾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4 蔡O仟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8 陳O婕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0 黃O淇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2 廖O蓉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4 鄭O欣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8 邱O暉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35 顏O儀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04 王O彥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06 周O正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1 余O寬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4 焦O睿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8 蕭O榛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22 江O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27 蕭O蓁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29 王O語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3 曾O親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4 林O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6 洪O萱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9 江O軒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5 陳O文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6 諸O芊芊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7 朱O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8 曾O欣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1 劉O卉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2 施O媛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7 王O德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4 陳O岑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6 賴O予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9 陳O璇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72 鄒O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0 姜O璠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8 李O瑀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9 黃O姍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0 謝O羽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2 王O加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4 陳O琹



【新生報到方式】 

一、網路報到： 

請於 7 月 20 日（三）下午 17：00 前，將 1.錄取報到同意書 2.畢業證書影

本上傳，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請務必拍照成一個檔案(jpg)或合併成一個

檔案(PDF)上傳。 

上傳網址： https://info.mcut.edu.tw/score/mcutexamlist3.aspx 

通行碼：甄選生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大寫) 

二、傳真報到： 

請於 7 月 20 日（三）下午 17：00 前，將 1.錄取報到同意書 2.畢業證書影

本，傳真至本校註冊組，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 

傳真電話：02-29084511 

三、以電子郵件傳送方式報到： 

請於 7 月 20 日（三）下午 17：00 前，將 1.錄取報到同意書 2.畢業證書

影本，以電子郵件夾帶附件方式傳送註冊組，收到郵件後，會回覆告

知。 

Email 信箱：register@mail.mcut.edu.tw    

主旨：甄選入學 XXX 系 XXX(姓名) 

★「錄取報到同意書」：請上網下載

https://aca.mcut.edu.tw/p/406-1007-53317,r856.php?Lang=zh-tw  

以任何一種方式完成報到甄選生，請於 7 月 31 日前將畢業證書正本，以掛

號方式郵寄至：243 新北巿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明志科技大學註冊組，封面

註明：甄選入學 XX 系 XX 姓名 
 

https://info.mcut.edu.tw/score/mcutexamlist3.aspx
mailto:register@mail.mcut.edu.tw
mailto:register@mail.mcut.edu.tw
mailto:register@o365.mcut.edu.tw


明志科技大學  

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入學錄取報到同意書 
 

本人經由 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技優入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入

學，錄取貴校(系組名稱)                              系，願意接受

入學資格，並完成報到。 

 

立同意書人： （考生簽章） 

身 分 證 號： 

家長／監護人： （簽 章） 

聯 絡 電 話：(家長手機) 

   （甄選生手機) 

聯 絡 地 址： 

 

 

□因疫情關係，尚未領取畢業證書 

      請於9月05日繳至教學大樓3樓註冊組。 

 

備註： 
1. 聯絡電話：02-29089899分機4202、4203 
2. 郵件信箱：register@mail.mcut.edu.tw  

主旨：甄選入學 XXX系 XXX(姓名)        
3. 傳真電話：02-29084511 （24小時） 
4. 上傳網址：https://info.mcut.edu.tw/score/mcutexamlist3.aspx 

mailto:register@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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