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宜蘭大學 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甄選結果公告 

 

主旨：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公告。 

 

注意事項 

1. 錄取生無論正取或備取 1 個或 1 個以上校系科(組)、學程，須於 109 年 7 月 1 日

（星期三）10:00 至 109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17:00 止，至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

合會之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凡未依規定期間方式登記就讀志願序者，

一律不予分發，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2. 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依考生登記就讀志願序進行統一分發，考生經分發錄取後，

始取得該校系科組學程之錄取入學資格;原住民考生(或離島考生)如同獲同一校系

科(組)之一般考生名額及原住民生名額(離島考生)分發機會時，以一般考生名額優先

分發。  

3.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訂於 109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10:00 公告於四技二專聯合

甄選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分發結果通知

由錄取學校寄發，屆時請分發錄取生依通知說明完成報到手續。  

4. 對甄選結果有疑義者，請填妥簡章附錄十「甄選錄取結果複查申請表」，於簡章規

定時間傳真至本校辦理複查，並以電話確認已收到傳真，逾期不予受理。  



 

 

※榜單順序依錄取身分分類，備取生依備取名次排序。 

723001 土木工程學系(土木與建築群) 

723002 食品科學系(食品群) 

723003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農業群) 

723004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農業群) 

723005 園藝學系(農業群) 

723001--土木工程學系(土木與建築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10 名  

52060174 林依嫻 52060249 陳語直 55060001 龔橞慈 52060005 游昇崧 52060158 張靜文 

52060143 蔡尚傑 55060008 傅宇辰 64060120 張原毓 52060003 陳智寬 52060167 馬颺祐 

 

 

一般生備取 合計 13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73060062 林士

翔 

[備 2]52060127 許君

凱 

[備 3]55060025 謝佩

勳 

[備 4]65060060 趙登

茂 

[備 5]62060029 黃證

印 

[備 6]52060013 李庭

逸 

[備 7]67060011 王莉

茵 

[備 8]52060250 陳泯

合 

[備 9]70060137 林冠

翰 

[備 10]52060139 呂紹

源 

[備 11]52060199 周旻

徽 

[備 12]52060075 謝子

謙 

[備 13]73060016 陳仲

齊 
    

 

723002--食品科學系(食品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8 名  

60110004 張翔喩 64110029 蔣名傑 61110147 張茹鈞 61110107 林郁芳 60110037 李惟純 

61110166 朱偉明 64110037 陳以安 61110183 蘇一明     

 

723003--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農業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12 名  

56140065 侯佳芬 59140039 何昀庭 56140099 陳嵩皓 55140028 駱俊穎 61140026 鄧雯文 

57140040 葉羽潔 60140108 陳星曄 65140083 陳柔萍 56140130 袁法雙 57140103 高于倢 

57140075 詹千茹 60140094 巫偉宗       



 

 

一般生備取 合計 19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65140039 許琇

茹 

[備 2]60140036 湯千

誼 

[備 3]60140056 楊佩

玲 

[備 4]56140031 許晏

榕 

[備 5]52140053 傅柏

盛 

[備 6]56140043 褚思

芹 

[備 7]52140081 劉禹

祥 

[備 8]61140003 林媛

淇 

[備 9]58140002 陳柏

誠 

[備 10]52140079 陳琦

雲 

[備 11]52140057 王衍

凱 

[備 12]57140036 楊克

雙 

[備 13]56140126 廖苡

如 

[備 14]60140019 魏宇

晨 

[備 15]57140051 施睿

俞 

[備 16]65140027 吳育

銓 

[備 17]52140073 林添

茂 

[備 18]66140038 蔡昀

融 

[備 19]61140213 蔡易

呈 
  

 

723004--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農業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10 名  

59140010 楊承樺 56140037 呂宥君 52140037 林鈺唐 61140313 蕭友梃 61140132 何欣頻 

52140081 劉禹祥 61140146 江晉佑 52140026 董廣澤 61140076 林詩恩 55140005 陳玟綺 

 

 

一般生備取 合計 13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61140162 王于

心 

[備 2]52140019 陳薇

竹 

[備 3]52140094 王博

玄 

[備 4]59140018 朱沛

妤 

[備 5]52140087 陳思

翰 

[備 6]56140023 蕭建

興 

[備 7]61140105 張芸

秀 

[備 8]56140007 連誌

恩 

[備 9]60140019 魏宇

晨 

[備 10]52140067 王襦

祥 

[備 11]56140042 王鈺

而 

[備 12]52140107 林駿

翔 

[備 13]56140034 林文

成 
    

 

723005--園藝學系(農業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12 名  

52140049 林育誠 56140046 古志祥 57140074 沈毓軒 52140081 劉禹祥 52140094 王博玄 

52140053 傅柏盛 61140100 蘇念彤 57140018 范語晴 56140113 陳佩穎 52140067 王襦祥 

57140054 張郁欣 57140073 林芯辰       

 

 



一般生備取 合計 21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7140082 官宇

凡 

[備 2]52140026 董廣

澤 

[備 3]52140087 陳思

翰 

[備 4]57140090 莊祐

雯 

[備 5]52140031 蕭曼

竹 

[備 6]61140019 劉鎮

銓 
[備 7]55140041 莊睿? 

[備 8]56140094 俞子

皓 

[備 9]61140098 朱昱

融 

[備 10]52140008 周威

廷 

[備 11]52140100 李姍

妮 

[備 12]59140014 胡欣

玫 

[備 13]56140082 林治

翔 

[備 14]57140003 曾浩

恩 

[備 15]52140069 林沁

宜 

[備 16]55140040 邱政

堯 

[備 17]60140099 郭佳

儀 

[備 18]56140078 涂峻

瑋 

[備 19]51140003 劉香

君 
[備 20]56140128 胡樂 

[備 21]61140184 陳佳

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