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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8 日 

東茂教字第 1082200014 號 

東海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08學年度日間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依    據：依本校 108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08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並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共計

錄取正取生 51名、備取生 83名。 

二、茲將錄取名單公布如后(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考生名次排列)： 

1. 中國文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黃○華(1100007) 李○祐(1100013) 陳○孟(1100014) 

備取生： 

李○凱(1100015) 汪○君(1100003) 曾○涵(1100010) 鄒○猷(1100009) 賴○筠(1100001) 

賴○吟(1100004) 謝○祺(1100006) 李○儀(1100012) 林○瑀(1100002) 林○嫻(110000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10名 

2.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葛○澪(1500021) 松○亞未(1500024) 高○翼(1500020) 宮○大和(1500005) 陳○東(1500001) 

備取生： 

吳○穎(1500033) 林○庭(1500004) 蔡○恩(1500025) 屈○承(1500002) 胡○慶(1500019)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5名，備取生 5名 

3. 哲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莊 ○(1900003) 盧○亨(1900005) 

備取生： 

黃○華(1900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1名 

4. 應用物理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蕭○宏(210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0名 



第 2頁/全 5頁 

5. 化學系化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 

楊○琳(2210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0名 

6.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一般生 

正取生： 

尹○皓(222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0名 

7. 應用數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蕭○語(2400001) 王○瑋(2400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0名 

8.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製程與能源工程組) 

一般生 

正取生： 

謝○翰(311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0名 

9.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材料工程組) 

一般生 

正取生： 

陳○典(3120002) 

備取生： 

張○丞(312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1名 

1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生化工程組) 

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不錄取。 

11.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吳○琴(3300007) 陳○典(3300006) 

備取生： 

洪○雅(3300004) 張○寧(3300005) 林○晉(330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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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一般生 

正取生： 

曾○翔(3510004) 黃○庭(3510007) 

備取生： 

陳 ○ (3510006) 黃○磊(351000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2名 

13.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一般生 

正取生： 

蕭○錚(3520002) 

備取生： 

陳○庭(3520004) 董○憲(352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2名 

14.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一般生 

正取生： 

張○尹(3530003) 

備取生： 

蕭○錚(3530002) 吳○琴(3530005)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2名 

15.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方○晴(3610022) 蘇○玟(3610017) 陳○勳(3610006) 廖○瀚(3610024) 

備取生： 

周○斌(3610001) 歐○元貞(3610027) 謝○威(3610021) 黃○惟(3610015) 郝○文(3610020) 

陳○石(3610018) 陳○濬(3610008) 楊○賢(3610012) 連○正(3610014) 籃○綸(3610004) 

翁○喆(3610023) 蔡○育(3610019) 高○瑋(3610009) 呂○豪(3610005) 陳○瑞(3610011) 

林○廷(3610002) 林○瑋(3610026) 林○晉(3610003) 孫○翔(361001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4名，備取生 19名 

16.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一般生 

正取生： 

翁○喆(4910006) 莊○馨(4910009) 

備取生： 

吳○琴(4910008) 廖○瀚(4910007) 謝○威(49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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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3名 

17.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用組)

一般生 

正取生： 

曾○綸(4920002) 初○宇(4920001) 

備取生： 

莊○馨(4920005) 卓○凱(4920003)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2名 

18.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朱○萱(5400002)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0名 

19. 社會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蔡○豪(5500018) 林○瑄(5500002) 陳○汶(5500014) 

備取生： 

周○翰(5500017) 黃○愉(5500012) 黃○菁(5500009) 簡○宜(5500005) 謝○朋(5500003) 

陳○齊(5500010)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6名 

20.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林○哲(6100005) 施○瀚(6100002) 林○德(6100003) 

備取生： 

鍾○軒(6100004) 廖○萍(6100001) 洪○雅(6100006)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3名 

21. 餐旅管理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王○予(6600005) 李○霖(6600003) 

備取生： 

許○嘉(6600001) 吳○萱(6600002) 周○凱(660000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3名 

22. 美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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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 

正取生： 

盧○昕(7100004) 吳 ○(7100029) 張 ○(7100026) 

備取生： 

陳○含(7100014) 林○(7100033) 洪○翎(7100007) 黃○韶(7100032) 鄭○文(710001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5名 

23. 音樂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潘○齊(7200005) 洪○君(7200002) 

備取生： 

江○宸(7200001)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1名 

24. 工業設計學系 

一般生 

正取生： 

劉○妤(7400002) 

備取生： 

楊○涵(7400005) 張○萱(7400001) 卓○甫(7400010) 鍾○葳(7400003) 王○婷(7400008)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1名，備取生 5名 

25. 國際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一般生 

正取生： 

曾○綸(9100003) 鄭○沂(9100001) 黃○寧(9100007) 

備取生： 

陳○妡(9100005) 沈○慈(9100002) 黃○歡(9100008) 許○臻(9100004) 林 ○(9100014)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3名，備取生 5名 

26.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一般生 

正取生： 

簡○芳(9200001) 沈○平(9200004) 

備取生： 

王○丞(9200007) 林○廷(9200002) 阮○咸(9200005) 黃○羽(9200003) 馬○鵬(9200006) 

以上共錄取正取生 2名，備取生 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