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電三智 何〇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吳〇翰 亞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卓〇均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三智 林〇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三智 林〇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紀〇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三智 梁〇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陳〇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三智 辜〇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黃〇榳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黃〇祐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電三智 葉〇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劉〇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鄭〇一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智 謝〇佐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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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電三仁 汪〇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三仁 李〇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李〇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電三仁 張〇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三仁 陳〇曄 亞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陸〇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黃〇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三仁 黃〇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電三仁 劉〇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三仁 潘〇易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電三仁 鄭〇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電三仁 戴〇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三仁 闕〇益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三仁 魏〇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子三智 何〇德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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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子三智 曹〇揚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子三智 盛〇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子三智 陳〇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智 黃〇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口腔衛生照護系 

子三智 鄭〇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子三仁 洪〇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子三仁 張〇晴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子三仁 王〇翔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子三仁 周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子三仁 林〇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子三仁 高〇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子三仁 張〇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子三仁 許〇駿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子三仁 陳〇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子三仁 黃〇承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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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子三仁 楊〇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子三仁 歐〇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子三仁 謝〇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智 林〇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商務資訊應用系 

資三智 邱〇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資三智 范〇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孫〇傑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張〇毅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資三智 張〇柏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三智 張〇焜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陳〇誠 亞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智 陳〇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資三智 焦〇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資三智 楊〇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智 賴〇泉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5/16 
 

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資三仁 李〇妤 南臺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資三仁 林〇靜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園藝系 

資三仁 朱〇楷 健行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仁 呂〇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林〇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林〇駿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仁 柯〇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資三仁 陳〇廷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陳〇諺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資三仁 黃〇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仁 黃〇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仁 黃〇崴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資三仁 劉〇軒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資三勇 王〇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資三勇 周〇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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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資三勇 林〇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林〇洋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柯〇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祝〇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勇 張〇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許〇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勇 陳〇昇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資三勇 陳〇嘉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蔣〇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資三勇 鄭〇允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盧〇霖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電競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資三勇 盧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資三勇 顏〇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資三勇 蘇〇賢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資三勇 葉〇宬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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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機三智 江〇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三智 江〇大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機三智 吳〇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機三智 杜〇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機三智 林〇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林〇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三智 柯〇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敖〇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機三智 盛〇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三智 陳〇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機三智 傅〇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三智 詹〇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機三智 劉〇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智 蔡〇軒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機三智 鄭〇翔 明志科技大學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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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機三智 盧〇惟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三智 嚴〇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機三仁 王〇祐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三仁 吳〇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三仁 吳〇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機三仁 李〇諺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機三仁 尚〇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機三仁 林〇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 

機三仁 林〇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三仁 邱〇燁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三仁 紀〇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張〇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機三仁 郭〇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陳〇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陳〇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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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機三仁 温〇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機三仁 萬〇杰 正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三仁 潘〇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機三仁 鍾〇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汽三智 王〇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汽三智 呂〇緯 亞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汽三智 李〇軒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汽三智 周〇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智 周〇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系 

汽三智 林〇賢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汽三智 洪〇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智 許〇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汽三智 許〇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智 陳〇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汽三智 楊〇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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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汽三智 楊〇元 國立屏東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汽三智 賴〇森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臺北校區） 

汽三仁 方〇亞 亞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汽三仁 甘〇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三仁 林〇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三仁 邱〇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汽三仁 張〇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仁 陳〇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汽三仁 陳〇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汽三仁 陳〇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汽三仁 楊〇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化三智 游〇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智 謝〇若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化三智 范〇逢 明志科技大學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三智 徐〇佑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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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化三智 張〇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智 張〇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三仁 林〇德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化三仁 涂〇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化三仁 張〇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化三仁 張〇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化三仁 詹〇達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三仁 熊〇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化三仁 鄭〇亮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化三仁 高〇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園三智 林〇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智 莊〇雯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園三智 黃〇慈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園三智 王〇彬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園三智 吳〇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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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園三智 呂〇翔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智 林〇恩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智 柳〇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智 廖〇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園三仁 林〇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園三仁 蔡〇琳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園三仁 于〇鎬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園三仁 林〇宇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園三仁 林〇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園三仁 許〇翔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園藝系 

園三仁 許〇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陳〇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仁 彭〇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園三仁 曾〇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園三仁 鄭〇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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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年度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招生 

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園三仁 鍾〇修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園三仁 顏〇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加三智 朱〇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謝〇榕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林口校區） 

加三智 王〇軒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旅廚藝管理系 

加三智 李〇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加三智 許〇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連〇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曾〇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黃〇竑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加三智 廖〇詮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林口校區） 

加三智 樊〇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洪〇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陳〇妤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食品科技組 

加三仁 陳〇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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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取榜單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加三仁 蔡〇穎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加三仁 王〇旻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加三仁 林〇廷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林口校區） 

加三仁 鄭〇瀧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林口校區） 

加三仁 蘇〇豪 嘉南藥理大學 食藥產業暨檢測科技系 

綜高 301 佘〇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 301 陳〇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綜高 301 吳〇毅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綜高 301 汪〇賢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綜高 301 花〇德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綜高 301 洪〇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半導體工程系 

綜高 301 張〇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 301 許〇瑋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綜高 301 陳〇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 301 陳〇霖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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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 301 陳〇元 亞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 301 楊〇中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綜高 301 劉〇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綜高 301 陳〇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綜高 301 陳〇盈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綜高 301 林〇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綜高 301 邱〇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綜高 301 張〇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綜高 301 黎〇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綜高 302 丁〇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綜高 302 林〇巧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農業科技系 

綜高 302 簡〇暄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綜高 302 簡〇伃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綜高 302 吳〇翰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健康科技系（士林校區） 

綜高 302 李〇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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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 302 柯〇恩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綜高 302 高〇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綜高 302 黃〇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綜高 302 黃〇瀚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綜高 302 楊〇齊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綜高 303 薛〇允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綜高 304 簡〇祐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全校師生仝賀 
工農風華 歷久彌新  多元發展 快樂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