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新大學 105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甄選結果公告 

 

主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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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10:00 至 105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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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ter42.jctv.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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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 10:00 公告於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網站（網址：

http://enter42.jctv.ntut.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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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 12:00 前傳真至

本校，傳真後請電話確認本校已收到傳真，逾期或未依規定之複查手續辦理者，概不受理。。  

 

 

※榜單順序依錄取身分分類，備取生依備取名次排序。 

815001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設計群) 

815002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設計群) 

815003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815004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資管類) 

815005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資管類) 

815006 日本語文學系(外語群日語類) 



815001--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設計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12 名  

68070525 王湘綾 61070377 黃沛瑜 52070185 朱詩雅 61071639 莊韋軒 52071561 呂欣芮 

52070543 林書寧 53070033 丁姵玉 61071047 鄧家芳 63070023 蕭元媚 56070066 王襄芸 

52071309 王婧 53070123 吳育宣       

 

 

一般生備取 合計 20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2070221 黃妤卉 [備 2]56070524 黃靖雯 [備 3]53070877 李昕蓉 [備 4]61070406 林玫蓒 [備 5]52070097 張奕萱 

[備 6]66070037 許文珊 [備 7]53070717 王敏 [備 8]52070437 陳昱穎 [備 9]52070129 胡立玲 [備 10]71070029 陳家婕 

[備 11]53071090 林怡萱 [備 12]62070085 劉子萱 [備 13]59070017 蕭意蓁 [備 14]54070621 林亭妤 [備 15]66070085 林怡靚 

[備 16]71070062 林庭偉 [備 17]54070110 林虹伶 [備 18]61070329 鄭晨逸 [備 19]61071826 黃琮文 [備 20]58070165 陳可恩 

 

815002--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設計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16 名  

61071270 詹宛霖 53070308 葉育君 52071576 周靖 61071208 劉紘伸 56070155 賴旂瑤 

61070226 史斯亞 52070797 宋宇珊 52070616 于子薇 53070452 林孟潔 53070833 陳佳妤 

67070077 周宥崴 61071531 廖苓祐 52070777 陳朵多 51070238 廖禹雅 51070052 江翊愷 

53070456 鄭新憲         

 

 

一般生備取 合計 38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2070517 陳意安 [備 2]52071321 黃于庭 [備 3]53070793 黃鈞茹 [備 4]53070986 陳家淳 [備 5]58070260 王潔恩 

[備 6]52071183 李淳萱 [備 7]55070185 蔡鎮安 [備 8]53071194 陳昱慈 [備 9]53070003 陳羿潔 [備 10]52070849 陳威宇 

[備 11]54070604 曾大洲 [備 12]52070285 林采霏 [備 13]67070107 劉政鈺 [備 14]52070821 林翊笙 [備 15]70071089 余佩珊 

[備 16]52070549 彭開昀 [備 17]70070565 陳怡斐 [備 18]57070480 游千儀 [備 19]52070749 黃啟倫 [備 20]70070706 莊旻璇 

[備 21]52070885 林孟璇 [備 22]67070061 王馨儀 [備 23]54070214 張庭瑄 [備 24]54070285 李綵恩 [備 25]52070905 林立軒 

[備 26]54070318 黃宇歆 [備 27]70070738 張政賢 [備 28]61071363 劉邦宇 [備 29]52070325 蔡易儒 [備 30]53070017 許維禎 



一般生備取 合計 38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31]51070076 陳相緁 [備 32]55070105 林靖軒 [備 33]54070003 陳潤鈺 [備 34]55070153 蔣郁舒 [備 35]54070416 邱琬茜 

[備 36]53070095 馮彥霖 [備 37]52071656 蕭逸恩 [備 38]52071821 林乃汶     

 

 

815003--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一般生正取 合計 9 名  

52040142 邱振華 67040203 顏宏育 61040260 顏大容 52040917 許智傑 52040126 胡承維 

52040289 李冠璋 52040713 張顯慈 52040570 黃品翔 54040155 蔡宜潔   

 

 

一般生備取 合計 16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3040022 卞威 [備 2]52040718 梅佳龍 [備 3]52510349 周建志 [備 4]59040207 邱俊凱 [備 5]52041015 陳凱翔 

[備 6]52040971 簡漢瑜 [備 7]52040629 張凱捷 [備 8]52510318 何基豪 [備 9]52510166 陳以文 [備 10]52041101 陳亭錡 

[備 11]73040102 林彥辰 [備 12]52040454 簡良祐 [備 13]52040661 樊凱傑 [備 14]57040007 郭惟正 [備 15]52040806 莊書榕 

[備 16]56040466 鄭筠潔         

 

815004--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資管類) 

一般生正取 合計 12 名  

52530175 陳定瑭 53530078 林榆恩 52090370 汪宏哲 54090361 陳婷婷 52090422 丁姿予 

52092421 楊上誼 55091089 洪大為 55090365 陳品潔 52090222 趙紘毅 55090477 黃渝涵 

52090350 林旻萱 57090672 黃永銘       

 

 

一般生備取 合計 18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2090158 段俊延 [備 2]55090846 紀安哲 [備 3]52090526 王品蓉 [備 4]52090322 翁為婕 [備 5]54090626 鄭雅方 

[備 6]56090491 李格昀 [備 7]53090098 邱振家 [備 8]73090432 鍾于茜 [備 9]52091968 張雯婷 [備 10]59090185 錢弘軒 



一般生備取 合計 18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1]53090206 火忠偉 [備 12]51090157 蔡詠綺 [備 13]61090624 蔡駿成 [備 14]52091085 江怡臻 [備 15]52090286 王品萱 

[備 16]52092327 陳曜宏 [備 17]59530048 陳庭妤 [備 18]52090984 蔡明峰     

 

815005--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資管類) 

一般生正取 合計 6 名  

52090542 陳佩吟 54090686 詹詩瑩 52090134 李泓緯 57090341 盧俞瑄 54090734 蔡汶樺 

52090570 陳鴻文         

 

 

一般生備取 合計 11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5090429 鄧安容 [備 2]61091994 徐宏欣 [備 3]52090702 黃榮昌 [備 4]58090274 蔡雅婷 [備 5]52090698 周軒卉 

[備 6]52090106 吳少鈞 [備 7]52091137 謝佳錚 [備 8]52530169 涂君羽 [備 9]52091574 楊承諺 [備 10]53090309 楊濠維 

[備 11]52091266 黃章鈞         

 

815006--日本語文學系(外語群日語類) 

一般生正取 合計 4 名  

52160297 戴苡宸 52550015 呂尚親 52160185 王綺 57160007 游竣翔   

 

 

一般生備取 合計 3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8160038 楊芷婷 [備 2]52540125 張覺予 [備 3]54540010 馬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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