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技術學院四年制進修部 

110 學年度單獨招生免試入學錄取榜單 

1.本校入學成績審核結果已於 8 月 12 日(星期四)以手機簡訊通知，請考生務必留意手機簡訊

之讀取。  

2.本校正取生請於 8月 15日(星期日)上午 09：00～17：00及 8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09：

00～19：00於南亞技術學院【創意設計大樓一樓 教務處 】辦理報到並領取新生資料袋，

逾時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3.正取生報到時，請務必攜帶 (1)畢(修)業證書正本或成績單正本(2)照片 2吋 1張。 

 

申請科系 報名序號 姓名 審核結果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01 劉Ｏ寰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05 黃Ｏ誠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14 吳Ｏ翔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21 陳Ｏ升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28 羅Ｏ文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29 潘Ｏ恩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38 陳Ｏ威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41 陶Ｏ傑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42 陸Ｏ德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46 張Ｏ翟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55 喬Ｏ瑋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66 李Ｏ軒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69 林Ｏ誠 正取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11022070 方Ｏ茗 正取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申請科系 報名序號 姓名 審核結果 

幼兒保育系 11022009 簡Ｏ瞳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16 余Ｏ庭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20 陳Ｏ瑜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22 呂Ｏ庭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23 鄭Ｏ倫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24 王Ｏ宜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25 林Ｏ瑩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26 李Ｏ豔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27 劉Ｏ慧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34 劉Ｏ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45 邱Ｏ萱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47 杜Ｏ亭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48 李Ｏ如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51 陳Ｏ玲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52 潘Ｏ亞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53 范Ｏ珍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54 許Ｏ平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57 黃Ｏ彤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58 施Ｏ儀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59 徐Ｏ櫻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60 戴Ｏ婕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61 余Ｏ綺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62 蔡Ｏ璇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67 游Ｏ甄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73 高Ｏ琴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74 陳Ｏ琪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76 陳Ｏ喬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77 蔡Ｏ琪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78 黃Ｏ如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79 侯Ｏ耀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80 林Ｏ均 正取 

幼兒保育系 11022081 邱Ｏ茹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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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科系 報名序號 姓名 審核結果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02 詹Ｏ馨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03 陳Ｏ楓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06 劉Ｏ瑋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07 鄧Ｏ源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08 馮Ｏ婷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0 余Ｏ葳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1 邱Ｏ瑋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2 高Ｏ容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3 高Ｏ紋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5 江Ｏ泰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7 田Ｏ恩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8 翁Ｏ恩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19 洪Ｏ彥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30 徐Ｏ皓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31 莊Ｏ輝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33 廖Ｏ均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35 陳Ｏ哲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36 何Ｏ儀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37 洪Ｏ宸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39 曾Ｏ慈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40 劉Ｏ祥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44 洪Ｏ民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49 張Ｏ豪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50 游Ｏ皓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56 嚴Ｏ泰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63 邱Ｏ珊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64 陳Ｏ婷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68 張Ｏ棋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71 簡Ｏ瑄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72 吳Ｏ嘉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75 陳Ｏ翔 正取 

餐飲廚藝管理系 11022082 李Ｏ燕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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