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甄選科別 科別代碼 姓名 入場證號碼 備取成績序 備註
國文科B 50012 張○ 500120431 備取5

國文科B 50012 邱○德 500120381 備取6

國文科B 50012 丁○吟 500120252 備取7

國文科B 50012 張○華 500120241 備取8

國文科B 50012 廖○恬 500120483 備取9

國文科B 50012 陳○婷 500120145 備取10

國文科B 50012 陳○雄 500120351 備取12

英文科B 50022 陳○嬌 500220154 備取4

英文科B 50022 呂○均 500220315 備取6

英文科B 50022 林○薇 500220075 備取7

英文科B 50022 盧○珩 500220116 備取8

英文科B 50022 陳○青 500220063 備取9

英文科B 50022 袁○璇 500220140 備取10

英文科B 50022 李○玲 500220224 備取11

英文科B 50022 陳○文 500220078 備取12

英文科B 50022 葉○恩 500220160 備取13

英文科B 50022 陳○德 500220350 備取14

數學科B 50032 黃○琪 500320095 備取5

數學科B 50032 涂○晏 500320271 備取6

數學科B 50032 張○聲 500320294 備取7

數學科B 50032 黃○銘 500320022 備取8

數學科B 50032 蔡○豪 500320299 備取9

數學科B 50032 王○傑 500320233 備取12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葉○昌 501600044 備取4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陳○欣 501600029 備取5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黃○勝 501600009 備取6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蔣○能 501600060 備取7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盧○如 501600006 備取8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李○民 501600013 備取9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王○輝 501600078 備取11

資訊科技概論科 50160 陳○亨 501600046 備取12

機械科 CA010 蕭○偉 CA0100019 備取6

機械科 CA010 謝○恩 CA0100063 備取7

機械科 CA010 王○智 CA0100100 備取8

機械科 CA010 楊○頡 CA0100072 備取9

機械科 CA010 鄭○翔 CA0100059 備取10

機械科 CA010 林○瑋 CA0100012 備取11

機械科 CA010 蔡○軒 CA0100022 備取12

機械科 CA010 梁○誠 CA0100061 備取13

機械科 CA010 曾○銓 CA0100017 備取14

機械科 CA010 張○虔 CA0100056 備取15



甄選科別 科別代碼 姓名 入場證號碼 備取成績序 備註

電機科 CC010 江○哲 CC0100011 備取6

電機科 CC010 劉○函 CC0100084 備取7

電機科 CC010 許○賢 CC0100065 備取8

電機科 CC010 陳○鴻 CC0100043 備取9

電機科 CC010 林○昇 CC0100032 備取10

電機科 CC010 陳○宇 CC0100086 備取11

電機科 CC010 林○勳 CC0100021 備取13

電機科 CC010 王○晨 CC0100075 備取14

電機科 CC010 蕭○志 CC0100068 備取15

商業經營科A CF021 蔡○菁 CF0210099 備取6

商業經營科A CF021 賴○汮 CF0210050 備取7

商業經營科A CF021 劉○樺 CF0210026 備取8

商業經營科A CF021 蔡○君 CF0210079 備取9

商業經營科A CF021 江○翰 CF0210004 備取10

商業經營科A CF021 張○綺 CF0210137 備取11

商業經營科A CF021 游○鈺 CF0210149 備取12

商業經營科A CF021 吳○融 CF0210035 備取13

商業經營科A CF021 邱○玲 CF0210057 備取14

商業經營科A CF021 吳○吟 CF0210040 備取15

資料處理科 CF050 洪○婷 CF0500012 備取4

資料處理科 CF050 陳○潔 CF0500009 備取5

資料處理科 CF050 吳○北 CF0500010 備取6

資料處理科 CF050 劉○瑜 CF0500014 備取8

資料處理科 CF050 洪○欽 CF0500088 備取10

資料處理科 CF050 呂○芝 CF0500068 備取11

資料處理科 CF050 林○舜 CF0500085 備取12

資料處理科 CF050 李○慧 CF0500060 備取14

資料處理科 CF050 陳○紅 CF0500063 備取15

應用英語科 CG010 朱○婷 CG0100004 備取6

應用英語科 CG010 薛○安 CG0100041 備取7

應用英語科 CG010 顧○琪 CG0100003 備取8

應用英語科 CG010 温○慧 CG0100014 備取10

應用英語科 CG010 謝○達 CG0100033 備取11

應用英語科 CG010 陳○曲 CG0100017 備取12

應用英語科 CG010 蔡○文 CG0100002 備取13

應用英語科 CG010 廖○瑩 CG0100008 備取14

應用英語科 CG010 郭○俊 CG0100031 備取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