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A01001 周家佑 正取
109A01016 楊喻惇 正取
109A01015 王書亞 正取
109A01006 黃冠維 備取第1名
109A01012 楊芷昀 備取第2名
109A01003 偕昇楊 備取第3名
109A01004 余誠芸 備取第4名
109A01010 謝可柔 備取第5名
109A01017 丁大能 備取第6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A01010 謝可柔 正取
109A01019 張郁欣 備取第1名
109A01013 蔡芷瑜 備取第2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B02014 完祈曄 正取
109B02028 簡郁錚 正取
109B02027 鄧碧瑩 正取
109B02001 廖杰寬 正取
109B02005 張鈺沁 正取
109B02012 彭先瑞 備取第1名
109B02029 杜孟哲 備取第2名
109B02031 邱亮慈 備取第3名
109B02009 劉馨妤 備取第4名
109B02015 林思妤 備取第5名
109B02023 吳允仁 備取第6名
109B02019 張翰綸 備取第7名

國立宜蘭大學110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
【錄取名單】

外國語文學系(一般生)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3名 備取6名

外國語文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1名 備取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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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B02006 林姿伶 備取第8名
109B02018 宋爵宏 備取第9名
109B02010 張雅筑 備取第10名
109B02022 鄭庭葳 備取第11名
109B02026 莊郁煊 備取第12名
109B02020 游宜珊 備取第13名
109B02013 李玟萱 備取第14名
109B02002 王上凱 備取第15名
109B02025 黃映瑄 備取第16名
109B02017 蔡東霖 備取第17名
109B02004 吳瑞軒 備取第18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B02012 彭先瑞 正取
109B02029 杜孟哲 正取
109B02015 林思妤 備取第1名
109B02023 吳允仁 備取第2名
109B02019 張翰綸 備取第3名
109B02010 張雅筑 備取第4名
109B02022 鄭庭葳 備取第5名
109B02026 莊郁煊 備取第6名
109B02025 黃映瑄 備取第7名
109B02017 蔡東霖 備取第8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C03010 余文凱 正取
109C03016 彭宥崴 正取
109C03004 陳皓揚 正取
109C03009 彭建廷 正取
109C03003 李科宏 正取
109C03021 傅俊瑜 正取
109C03013 黃品睿 正取
109C03027 張耀仁 正取

計:正取5名 備取18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一般生)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2名 備取8名

第 2 頁，共 11 頁



109C03024 張睿埕 備取第1名
109C03029 周振渝 備取第2名
109C03017 趙子翔 備取第3名
109C03011 黃兆筳 備取第4名
109C03033 游晧正 備取第5名
109C03023 藍宸佑 備取第6名
109C03001 陳東晟 備取第7名
109C03012 吳旻杰 備取第8名
109C03008 楊智凱 備取第9名
109C03031 李英愷 備取第10名
109C03032 陳禹丞 備取第11名
109C03020 伍峻緯 備取第12名
109C03006 曾宇豪 備取第13名
109C03034 徐豪謙 備取第14名
109C03018 黃勛 備取第15名
109C03015 黃軍凱 備取第16名
109C03005 郭俊辰 備取第17名
109C03036 鄭又誠 備取第18名
109C03028 劉逸豐 備取第19名
109C03007 王紹丞 備取第20名
109C03026 徐琮芳 備取第21名
109C03030 王煒鈞 備取第22名
109C03025 黃硯勤 備取第23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C03001 陳東晟 正取
109C03020 伍峻緯 正取
109C03006 曾宇豪 備取第1名
109C03005 郭俊辰 備取第2名
109C03025 黃硯勤 備取第3名

計:正取8名 備取23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2名 備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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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D04014 張秉棋 正取
109D04001 黃亭元 正取
109D04012 盧建家 正取
109D04002 廖彗聿 正取
109D04007 高子庭 備取第1名
109D04003 李科宏 備取第2名
109D04005 吳茂煇 備取第3名
109D04018 劉岳家 備取第4名
109D04006 廖育晟 備取第5名
109D04016 鍾朝旭 備取第6名
109D04017 宋泰年 備取第7名
109D04011 伍峻緯 備取第8名
109D04009 陳詩婷 備取第9名
109D04010 黃品睿 備取第10名
109D04004 蔡政樺 備取第11名
109D04015 王恩宇 備取第12名
109D04013 洪于凱 備取第13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D04011 伍峻緯 正取
109D04009 陳詩婷 備取第1名
109D04010 黃品睿 備取第2名
109D04015 王恩宇 備取第3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E05009 徐凰玲 正取
109E05016 劉雅婷 正取
109E05007 許芸婕 正取
109E05021 林芷麟 正取
109E05030 羅宏凱 正取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4名 備取13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1名 備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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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05024 李宥逸 備取第1名
109E05017 羅云琪 備取第2名
109E05023 侯杬均 備取第3名
109E05029 莊家瑜 備取第4名
109E05001 陳昱螢 備取第5名
109E05025 陳詩妤 備取第6名
109E05014 董孜涵 備取第7名
109E05008 呂誼蓁 備取第8名
109E05018 李芝瑢 備取第9名
109E05010 陳頤柔 備取第10名
109E05026 陳婕芸 備取第11名
109E05003 王暐晴 備取第12名
109E05002 游子賢 備取第13名
109E05031 黃子軒 備取第14名
109E05004 連承佑 備取第15名
109E05013 蔡文勳 備取第16名
109E05011 莊子葳 備取第17名
109E05012 許廷 備取第18名
109E05006 吳茂煇 備取第19名
109E05015 林仲恩 備取第20名
109E05028 楊育欣 備取第21名
109E05005 邱玉娟 備取第22名
109E05027 吳承修 備取第23名
109E05019 宗緻恩 備取第24名
109E05022 蕭亞軒 備取第25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E05017 羅云琪 正取
109E05013 蔡文勳 正取
109E05011 莊子葳 備取第1名
109E05022 蕭亞軒 備取第2名

計:正取5名 備取25名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2名 備取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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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F06013 劉思妤 正取
109F06005 詹于萱 正取
109F06006 郭佳瑋 正取
109F06008 邱羽嵐 正取
109F06012 陳婕芸 備取第1名
109F06009 李晨加 備取第2名
109F06001 李嘉緯 備取第3名
109F06002 陳皓暐 備取第4名
109F06011 劉淑華 備取第5名
109F06010 劉妤葳 備取第6名
109F06007 陳玉翎 備取第7名
109F06003 王毓鞠 備取第8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F06009 李晨加 正取
109F06001 李嘉緯 備取第1名
109F06002 陳皓暐 備取第2名
109F06010 劉妤葳 備取第3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G07002 林妤蓁 正取
109G07009 武吉仰望 正取
109G07003 李星辰 正取
109G07016 莊皓宇 備取第1名
109G07004 鄭名翔 備取第2名
109G07017 詹珮琦 備取第3名
109G07006 陳姿妤 備取第4名
109G07012 蕭伃廷 備取第5名
109G07011 許勝鈞 備取第6名
109G07005 鄭婷芸 備取第7名

園藝學系(一般生)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1名 備取3名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4名 備取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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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G07014 楊善壹 備取第8名
109G07007 朱姵柔 備取第9名
109G07015 施蘋娟 備取第10名
109G07001 吳家豪 備取第11名
109G07010 李家宜 備取第12名
109G07008 何榮猇 備取第13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G07014 楊善壹 正取
109G07007 朱姵柔 正取
109G07001 吳家豪 備取第1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H08020 陳若瑜 正取
109H08008 陳逸安 正取
109H08012 羅勻婕 正取
109H08002 洪偉倫 備取第1名
109H08018 吳怡潔 備取第2名
109H08019 盧珮妤 備取第3名
109H08015 江雅涵 備取第4名
109H08006 馮允芊 備取第5名
109H08017 楊小萱 備取第6名
109H08010 陳詩婷 備取第7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H08002 洪偉倫 正取
109H08018 吳怡潔 正取
109H08019 盧珮妤 備取第1名
109H08017 楊小萱 備取第2名
109H08010 陳詩婷 備取第3名

計:正取3名 備取13名

園藝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2名 備取1名

食品科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3名 備取7名

食品科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2名 備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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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I09031 陳宣睿 正取
109I09025 何玫萱 正取
109I09021 盧宥任 正取
109I09001 林暉恩 正取
109I09009 黃嘉安 正取
109I09003 薛皓宸 備取第1名
109I09011 傅士珂 備取第2名
109I09026 伍峻緯 備取第3名
109I09038 張博勛 備取第4名
109I09023 黃品睿 備取第5名
109I09020 高子庭 備取第6名
109I09030 張睿埕 備取第7名
109I09024 黃鈺雯 備取第8名
109I09035 劉子萱 備取第9名
109I09002 吳政勳 備取第10名
109I09037 陳禹丞 備取第11名
109I09004 許思賢 備取第12名
109I09014 簡廷諭 備取第13名
109I09034 李駺 備取第14名
109I09005 黃軍凱 備取第15名
109I09028 徐琮芳 備取第16名
109I09012 黃兆筳 備取第17名
109I09006 劉長易 備取第18名
109I09008 李建燁 備取第19名
109I09013 黃智謙 備取第20名
109I09007 王紹丞 備取第21名
109I09029 藍宸佑 備取第22名
109I09015 郭承霖 備取第23名
109I09010 沈佑安 備取第24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I09003 薛皓宸 正取

電機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5名 備取24名

電機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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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I09026 伍峻緯 正取
109I09023 黃品睿 正取
109I09006 劉長易 備取第1名
109I09018 郭哲硯 備取第2名
109I09032 黃硯勤 備取第3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J10012 楊智凱 正取
109J10014 高子庭 正取
109J10019 劉子萱 正取
109J10017 吳俊佑 備取第1名
109J10022 盧宥任 備取第2名
109J10015 李榮恆 備取第3名
109J10009 鄭宇辰 備取第4名
109J10018 盧建家 備取第5名
109J10013 傅士珂 備取第6名
109J10001 吳承祐 備取第7名
109J10004 林俊寬 備取第8名
109J10008 張智翔 備取第9名
109J10007 邱杰民 備取第10名
109J10002 曾美榛 備取第11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J10004 林俊寬 正取
109J10007 邱杰民 正取
109J10003 方柏翔 備取第1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K11021 歐陽元紫 正取
109K11026 張秉棋 正取
109K11032 蔡宇桓 正取

計:正取3名 備取3名

電子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2名 備取1名

電子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3名 備取11名

資訊工程學系(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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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K11015 孫瑋廷 備取第1名
109K11002 郭勁廷 備取第2名
109K11024 陳羿家 備取第3名
109K11029 王家騏 備取第4名
109K11010 劉尚哲 備取第5名
109K11003 吳運凱 備取第6名
109K11027 葉家蓉 備取第7名
109K11009 黃嘉安 備取第8名
109K11025 郭乃文 備取第9名
109K11004 劉庭瑄 備取第10名
109K11014 簡于禎 備取第11名
109K11039 但國平 備取第12名
109K11037 黃恆嘉 備取第13名
109K11001 李翊瑋 備取第14名
109K11005 章子芹 備取第15名
109K11033 陳宏遠 備取第16名
109K11023 吳芊華 備取第17名
109K11031 劉子萱 備取第18名
109K11006 羅聖博 備取第19名
109K11034 林冠霆 備取第20名
109K11018 林煜恩 備取第21名
109K11012 傅士珂 備取第22名
109K11038 楊子葳 備取第23名
109K11011 林岳崧 備取第24名
109K11008 張智翔 備取第25名
109K11007 邱杰民 備取第26名
109K11036 楊舒媁 備取第27名
109K11019 黃品睿 備取第28名
109K11035 黃柏瑞 備取第29名
109K11013 黃智謙 備取第30名
109K11028 謝秉儒 備取第31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K11018 林煜恩 正取
109K11007 邱杰民 正取
109K11019 黃品睿 備取第1名

資訊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3名 備取31名

第 10 頁，共 11 頁



109K11035 黃柏瑞 備取第2名
109K11028 謝秉儒 備取第3名

計:正取2名 備取3名

第 11 頁，共 1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