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A01006 薛伊涵 正取生

111A01004 高虹樺 正取生

111A01009 郭芷言 正取生

111A01016 黃奕翔 備取生第1名

111A01005 李芃輝 備取生第2名

111A01003 施茗涵 備取生第3名

111A01008 陳品妤 備取生第4名

111A01007 洪崇晉 備取生第5名

111A01002 涂凱杰 備取生第6名

111A01015 張庭芸 備取生第7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A01015 張庭芸 正取生

111A01017 熊凱琳 備取生第1名

國立宜蘭大學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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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正取生3名 備取生7名

外國語文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生1名 備取生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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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B02046 王芊驊 正取生

111B02028 游雅琇 正取生

111B02052 李鴻鈞 正取生

111B02015 廖姸臻 正取生

111B02031 曾湘涵 正取生

111B02044 林子豪 正取生

111B02062 連蕙心 備取生第1名

111B02027 謝淑芳 備取生第2名

111B02060 江庭禎 備取生第3名

111B02024 吳鉦淯 備取生第4名

111B02053 盧宜廷 備取生第5名

111B02014 陳冠穎 備取生第6名

111B02012 林苡嫻 備取生第7名

111B02043 李定叡 備取生第8名

111B02061 陳雅筑 備取生第9名

111B02020 李毓晨 備取生第10名

111B02033 黃伃孺 備取生第11名

111B02001 林妤靜 備取生第12名

111B02034 陳又豪 備取生第13名

111B02055 林品淳 備取生第14名

111B02035 鄭佳昀 備取生第15名

111B02042 李昀蓁 備取生第16名

111B02018 許永蓁 備取生第17名

111B02004 陳金玉 備取生第18名

111B02007 林怡琳 備取生第19名

111B02005 麥育聆 備取生第20名

111B02057 劉咨妤 備取生第21名

111B02019 林恬卉 備取生第22名

111B02056 王辰宇 備取生第23名

111B02011 余喬茵 備取生第24名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6名 備取生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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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B02062 連蕙心 正取生

111B02027 謝淑芳 正取生

111B02060 江庭禎 正取生

111B02038 謝羽揚 備取生第1名

111B02058 黃柏翰 備取生第2名

111B02029 李赫宰 備取生第3名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生3名 備取生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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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C03004 李昱杰 正取生

111C03038 陳子晏 正取生

111C03009 王庭豐 正取生

111C03045 張睿豐 正取生

111C03050 蔡昇諺 正取生

111C03001 陳博謙 正取生

111C03012 柯元翔 正取生

111C03036 王凡軒 正取生

111C03055 李承修 正取生

111C03019 高閔萱 備取生第1名

111C03005 林以 備取生第2名

111C03037 蔡子涵 備取生第3名

111C03006 彭士達 備取生第4名

111C03039 汪宏嬡 備取生第5名

111C03003 朱俊安 備取生第6名

111C03048 陳濬承 備取生第7名

111C03041 李哲宏 備取生第8名

111C03002 林禹瀙 備取生第9名

111C03044 廖少淇 備取生第10名

111C03011 張文栩 備取生第11名

111C03040 何孟哲 備取生第12名

111C03056 陳璟 備取生第13名

111C03053 許伯安 備取生第14名

111C03007 王柏霖 備取生第15名

111C03010 林柏達 備取生第16名

111C03042 丁珮雯 備取生第17名

111C03016 方柏凱 備取生第18名

111C03024 劉柏萱 備取生第19名

111C03028 李玠澄 備取生第20名

111C03047 翁尚駿 備取生第21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9名 備取生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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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C03014 雷惠翔 正取生

111C03031 洪翊維 正取生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生2名 備取生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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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D04002 簡士勛 正取生

111D04001 塗喬茵 正取生

111D04012 許瑋庭 正取生

111D04005 高閔萱 正取生

111D04011 橫川慎之介 備取生第1名

111D04006 周冠宇 備取生第2名

111D04014 潘韋儕 備取生第3名

111D04007 劉柏萱 備取生第4名

111D04015 陳奕宏 備取生第5名

111D04003 莊閔絜 備取生第6名

111D04013 張希豪 備取生第7名

111D04004 陳寧 備取生第8名

111D04010 顏劭丞 備取生第9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4名 備取生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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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E05019 祝語涵 正取生

111E05008 黃冠柔 正取生

111E05005 曾冠勳 正取生

111E05026 王培綸 正取生

111E05025 楊有螢 正取生

111E05020 康薰文 備取生第1名

111E05001 黃湘淳 備取生第2名

111E05018 張榆柔 備取生第3名

111E05024 王韻慈 備取生第4名

111E05030 何昱萱 備取生第5名

111E05028 王宜婷 備取生第6名

111E05023 李彥君 備取生第7名

111E05014 朱蕎恩 備取生第8名

111E05002 林瑋柔 備取生第9名

111E05006 陳詩妤 備取生第10名

111E05015 徐子柔 備取生第11名

111E05007 陳芊妘 備取生第12名

計:正取生5名 備取生12名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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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F06003 李培綸 正取生

111F06021 劉丞薰 正取生

111F06011 鍾慧萱 正取生

111F06009 謝忠達 正取生

111F06017 胡凱傑 正取生

111F06001 陳詩妤 備取生第1名

111F06004 李俊毅 備取生第2名

111F06014 劉芩羽 備取生第3名

111F06005 陳昀辰 備取生第4名

111F06010 鄭荏予 備取生第5名

111F06020 廖喬涵 備取生第6名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5名 備取生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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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G07006 陳昀辰 正取生

111G07010 黃品淇 正取生

111G07005 何佩臻 正取生

111G07017 游舒亭 正取生

111G07016 賴黃羿 備取生第1名

111G07011 曾日昇 備取生第2名

111G07015 謝文卿 備取生第3名

111G07004 陳柔安 備取生第4名

111G07002 彭子芸 備取生第5名

111G07022 翁麒翔 備取生第6名

111G07021 陳映希 備取生第7名

111G07014 馮宜婷 備取生第8名

111G07012 黃郁婷 備取生第9名

111G07009 張羽葳 備取生第10名

111G07013 胡瑞展 備取生第11名

111G07007 張顥薰 備取生第12名

111G07003 黃彥淳 備取生第13名

園藝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4名 備取生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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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H08005 許雅涵 正取生

111H08023 呂立韋 正取生

111H08003 張簡奕軒 正取生

111H08010 高閔萱 正取生

111H08021 張玉汶 備取生第1名

111H08017 劉蕙綺 備取生第2名

111H08007 謝佳芸 備取生第3名

111H08020 謝博鈞 備取生第4名

111H08004 王學苡 備取生第5名

111H08013 曾詠婕 備取生第6名

111H08001 林芮寧 備取生第7名

111H08018 林子彤 備取生第8名

111H08024 林彥廷 備取生第9名

111H08022 黃宗昱 備取生第10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H08017 劉蕙綺 正取生

食品科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4名 備取生10名

食品科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生1名 備取生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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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I09033 林映慈 正取生

111I09011 鄭勝翔 正取生

111I09008 謝誌恒 正取生

111I09032 盧毅嘉 正取生

111I09007 林以 正取生

111I09025 蘇柏彰 備取生第1名

111I09020 林宜靚 備取生第2名

111I09012 柯元翔 備取生第3名

111I09018 王顥燐 備取生第4名

111I09047 易晨悅 備取生第5名

111I09004 李昱杰 備取生第6名

111I09040 陳冠霖 備取生第7名

111I09026 吳宜達 備取生第8名

111I09001 朱俊安 備取生第9名

111I09016 吳瑋展 備取生第10名

111I09042 李承修 備取生第11名

111I09053 蕭琨崙 備取生第12名

111I09051 張睿豐 備取生第13名

111I09043 丁珮雯 備取生第14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I09016 吳瑋展 正取生

111I09053 蕭琨崙 正取生

111I09017 蕭阿福 正取生

111I09051 張睿豐 備取生第1名

111I09030 鍾佳芯 備取生第2名

電機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計:正取生3名 備取生2名

電機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5名 備取生1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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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J10017 許瑋庭 正取生

111J10006 林柏達 正取生

111J10013 李哲宏 正取生

111J10001 朱俊安 備取生第1名

111J10005 彭士達 備取生第2名

111J10004 簡顗真 備取生第3名

111J10012 何夏禕 備取生第4名

111J10011 陳秉赤 備取生第5名

111J10008 高閔萱 備取生第6名

111J10009 楊傑宇 備取生第7名

111J10010 邱永麒 備取生第8名

111J10016 許伯安 備取生第9名

111J10014 陳濬承 備取生第10名

111J10007 張文栩 備取生第11名

111J10015 張子祐 備取生第12名

電子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3名 備取生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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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K11008 林以 正取生

111K11012 林宜靚 正取生

111K11001 陳俊安 正取生

111K11037 張羿軒 備取生第1名

111K11010 姜義新 備取生第2名

111K11030 林德哲 備取生第3名

111K11040 鄭富方 備取生第4名

111K11013 林哲永 備取生第5名

111K11032 許皓翔 備取生第6名

111K11029 王政翔 備取生第7名

111K11043 盧澤承 備取生第8名

111K11002 張皓偉 備取生第9名

111K11038 許瑋庭 備取生第10名

111K11006 劉柏均 備取生第11名

111K11025 許宸僖 備取生第12名

111K11035 何夏禕 備取生第13名

111K11033 葉昰廷 備取生第14名

111K11018 楊承鈞 備取生第15名

111K11028 許堯棨 備取生第16名

111K11026 邱永麒 備取生第17名

111K11005 林楷祐 備取生第18名

111K11014 陳偉峻 備取生第19名

111K11015 曾子庭 備取生第20名

111K11042 林永晉 備取生第21名

111K11003 張皓明 備取生第22名

111K11020 林宣佑 備取生第23名

111K11048 吳享恩 備取生第24名

資訊工程學系(一般生)

計:正取生3名 備取生24名

第 13 頁，共 14 頁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11K11020 林宣佑 正取生

111K11048 吳享恩 正取生

計:正取生2名 備取生0名

資訊工程學系(願景生外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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