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A01007 正取 李欣芸
109A01004 正取 邱翊雯
109A01011 正取 黃虹淇
109A01005 備取第1名 傅義凱
109A01001 備取第2名 吳承峰
109A01010 備取第3名 黃耀增
109A01009 備取第4名 林采榆
109A01002 備取第5名 曾心榆
109A01008 備取第6名 吳晏儀
109A01012 備取第7名 王亭云
109A01003 備取第8名 謝明景

國立宜蘭大學109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
【錄取名單】
外國語文學系

計:正取3名 備取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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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B02004 范琹芷 正取
109B02010 徐康華 正取
109B02017 謝雨蒨 正取
109B02011 謝念彤 正取
109B02003 陳麗雯 備取第1名
109B02005 林宜禎 備取第2名
109B02014 游楚豫 備取第3名
109B02006 蔡惟筑 備取第4名
109B02012 劉芷宜 備取第5名
109B02015 吳承恩 備取第6名
109B02022 洪于絜 備取第7名
109B02001 黃品葳 備取第8名
109B02013 高怡華 備取第9名
109B02008 黃憲誌 備取第10名
109B02020 邱美玟 備取第11名
109B02009 黃俊榮 備取第12名
109B02007 邱炳然 備取第13名
109B02016 郭婕怡 備取第14名
109B02002 張河棟 備取第15名
109B02019 王家珍 備取第16名
109B02021 林美榛 備取第17名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計:正取4名 備取1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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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C03027 許硯勛 正取
109C03005 高閔揚 正取
109C03013 王硯翔 正取
109C03019 陳毓珉 正取
109C03028 郭泉甫 正取
109C03023 黃鈺程 備取第1名
109C03016 王資諺 備取第2名
109C03034 王星智 備取第3名
109C03025 籃煜盛 備取第4名
109C03020 盧承恩 備取第5名
109C03021 蔡惠雅 備取第6名
109C03015 趙子麟 備取第7名
109C03035 莊恆豪 備取第8名
109C03032 許晨晢 備取第9名
109C03014 劉岳勳 備取第10名
109C03001 吳俊陽 備取第11名
109C03003 謝宗原 備取第12名
109C03029 簡郡泓 備取第13名
109C03010 王宇聖 備取第14名
109C03009 劉育成 備取第15名
109C03004 邱炳然 備取第16名
109C03030 朱師祐 備取第17名
109C03022 陳冠勳 備取第18名
109C03024 矯郁本 備取第19名
109C03008 戴宏熹 備取第20名
109C03033 葉庭維 備取第21名
109C03031 林世凱 備取第22名
109C03012 陳柏均 備取第23名
109C03011 黃翌禎 備取第24名
109C03017 高振育 備取第25名
109C03018 高柏翰 備取第26名
109C03002 王庭宇 備取第27名
109C03026 郭騏彰 備取第28名
109C03036 劉致銓 備取第29名
109C03037 黃偉杰 備取第30名
109C03006 柯泰宇 備取第31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計:正取5名 備取3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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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D04012 王資諺 正取
109D04001 黃晨崴 正取
109D04006 連宥翔 正取
109D04013 王新鈞 正取
109D04010 劉育成 備取第1名
109D04005 劉岳勳 備取第2名
109D04008 林奕翔 備取第3名
109D04003 林彥樺 備取第4名
109D04007 蔡之上 備取第5名
109D04009 高振育 備取第6名
109D04002 王宇聖 備取第7名
109D04004 彭郁翔 備取第8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計:正取4名 備取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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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E05022 黃新舜 正取
109E05012 鄧傳融 正取
109E05018 蔡暄傑 正取
109E05020 陳姿瑄 正取
109E05015 黃秀珍 備取第1名
109E05023 熊若衡 備取第2名
109E05002 許文伃 備取第3名
109E05005 陳普揚 備取第4名
109E05009 莊芸瑄 備取第5名
109E05011 黃薇妮 備取第6名
109E05008 何昱瑤 備取第7名
109E05021 萬欣俞 備取第8名
109E05003 鍾雨彤 備取第9名
109E05014 鄭莉馨 備取第10名
109E05016 張宜萱 備取第11名
109E05013 胡筇瑀 備取第12名
109E05004 曾廉傑 備取第13名
109E05001 林侑頡 備取第14名
109E05017 曾皇凱 備取第15名
109E05006 吳庭豪 備取第16名
109E05007 陳靖甯 備取第17名
109E05019 丘亦中 備取第18名

計:正取4名 備取18名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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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F06004 林子庭 正取
109F06002 葉聿文 正取
109F06008 馬瑜均 正取
109F06005 陳妤婷 正取
109F06009 蘇柏蓉 備取第1名
109F06007 羅芸萱 備取第2名
109F06016 張語婕 備取第3名
109F06001 黎慕潁 備取第4名
109F06012 李家旭 備取第5名
109F06017 謝心瑢 備取第6名
109F06013 陳瑋群 備取第7名
109F06015 張宏嘉 備取第8名
109F06010 林駿宇 備取第9名
109F06011 李岳橙 備取第10名
109F06014 吳秋雨 備取第11名
109F06003 林祁 備取第12名
109F06006 李蕭安 備取第13名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計:正取4名 備取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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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G07007 陳柏穎 正取
109G07017 鄭至廷 正取
109G07006 張芯雅 備取第1名
109G07011 林駿宇 備取第2名
109G07005 鄭穎穎 備取第3名
109G07002 張芸秀 備取第4名
109G07003 林郁婷 備取第5名
109G07009 紀雅薰 備取第6名
109G07004 劉佳蓉 備取第7名
109G07013 林素均 備取第8名
109G07014 林永胤 備取第9名
109G07001 秦頎皓 備取第10名
109G07016 劉兆硯 備取第11名
109G07010 楊靚羚 備取第12名

園藝學系

計:正取2名 備取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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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H08010 周誠翔 正取
109H08014 蔡廷羿 正取
109H08007 曾丞志 正取
109H08008 蕭伏廷 備取第1名
109H08021 王資諺 備取第2名
109H08016 王硯翔 備取第3名
109H08022 吳宇森 備取第4名
109H08026 黃鈺程 備取第5名
109H08005 高閔揚 備取第6名
109H08029 連瑾弘 備取第7名
109H08028 葉庭維 備取第8名
109H08023 趙子麟 備取第9名
109H08019 陳柏文 備取第10名
109H08025 白聖弘 備取第11名
109H08030 莊恆豪 備取第12名
109H08004 歐陽馨 備取第13名
109H08012 劉育成 備取第14名
109H08027 黃明億 備取第15名
109H08020 潘靖方 備取第16名
109H08018 彭昱閔 備取第17名
109H08009 王嘉煒 備取第18名
109H08024 高振育 備取第19名
109H08017 蔡旻諺 備取第20名
109H08015 吳宥霖 備取第21名
109H08013 陳志陞 備取第22名
109H08001 魏柏全 備取第23名
109H08002 林哲弘 備取第24名
109H08003 謝宗原 備取第25名
109H08006 廖英佐 備取第26名
109H08011 郭昱辰 備取第27名

電機工程學系

計:正取3名 備取2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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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I09011 牟代君 正取
109I09014 呂廣智 正取
109I09004 陳柏文 正取
109I09003 涂元禧 備取第1名
109I09012 林峻霆 備取第2名
109I09002 朱廷恩 備取第3名
109I09010 白聖弘 備取第4名
109I09015 羅敦允 備取第5名
109I09009 王硯翔 備取第6名
109I09005 王資諺 備取第7名
109I09001 高閔揚 備取第8名
109I09008 蔡惠雅 備取第9名
109I09013 葉庭維 備取第10名
109I09007 趙子麟 備取第11名
109I09016 莊恆豪 備取第12名

電子工程學系

計:正取3名 備取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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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錄取別
109J10004 李丞揚 正取
109J10022 賴宥蓁 正取
109J10011 俞思宇 正取
109J10023 唐睿穎 備取第1名
109J10025 周楷崴 備取第2名
109J10003 楊耀東 備取第3名
109J10019 余威霆 備取第4名
109J10026 莊恆豪 備取第5名
109J10002 張庭碩 備取第6名
109J10014 劉伯暘 備取第7名
109J10013 劉育成 備取第8名
109J10024 潘啟元 備取第9名
109J10017 鄔丞瑋 備取第10名
109J10021 白聖弘 備取第11名
109J10005 鍾秉儒 備取第12名
109J10018 盧承恩 備取第13名
109J10006 李柏毅 備取第14名
109J10012 陳司洋 備取第15名
109J10008 陳又愷 備取第16名
109J10010 黃國瑋 備取第17名
109J10007 陳俊瑋 備取第18名
109J10016 李冠叡 備取第19名
109J10001 董文賓 備取第20名
109J10015 劉中艾 備取第21名
109J10020 王嘉辰 備取第22名
109J10009 丁澤安 備取第23名

資訊工程學系

計:正取3名 備取2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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