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甄試結果公告
主旨：110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公告。
※榜單順序依錄取結果分類，備取生依備取名次排序。
一、申請生對第二階段甄試總成績有疑義者，填寫本簡章附錄七「成績複查申請表」，並連同成績單影本及複查費之
郵政匯票，於各校規定時間內，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將各書面申請表及郵政匯票郵寄該校。
二、110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報到、遞補方式，分兩階段及依下列各項規定辦理。
（一）第一階段報到：110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12:00 截止，辦理正取生（或備取生遞補）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
格。
1.正取生（或備取生遞補）報到規定：
(1)正取生須於本階段規定期限內，依各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
※逾期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報到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且不得異議，其缺額即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正取生未報到或聲明放棄錄取資格之缺額，即由各校辦理備取生遞補。
※獲錄取學校備取遞補之備取生，應依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
(3)逾期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報到者，視為放棄備取遞補錄取資格且不得異議，其缺額由其後之備取生依序遞
補。
2.備取生應密切注意各所錄取學校之遞補報到通知與網站公告之備取遞補名單及報到時間，並依各校規定時間及
方式辦理遞補報到手續，以免影響入學權益。

3.若獲多個校系（組）、學程正取資格(或備取遞補資格)時，最多限擇 1 校（組）、學程報到。
※先完成某校系（組）、學程報到後，如欲至另 1 校系（組）、學程辦理正取生（或備取生遞補）報到者，應先
辦理聲明放棄原先報到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後，方可至另 1 校系（組）、學程辦理報到。
※未辦理聲明放棄者，不得辦理報到另 1 校系（組）、學程；
※辦理聲明放棄後，不得再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校系（組）、學程之錄取報到資格。
4.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規定：
(1)本階段報到截止後，已選擇 1 校系（組）、學程辦理報到之錄取生，除須辦理科技校院之第二階段其他校系
（組）、學程備取遞補報到者，得於各校規定之第二階段錄取報到截止時間前，向已報到之校系（組）、學
程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否則不得聲明放棄已報到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
(2)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本簡章附錄八。
（二）第二階段報到：110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13:00 起至 11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17:00 止，共分 7 梯次統一
時段。各梯次備取遞補名單，請至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網站查詢（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contents.php?subId=115）。
415001-電機工程系
415002-機械工程系
415003-數位多媒體系
415004-表演藝術系
415005-影視傳播系
415006-戲劇系

415001-電機工程系

4150010057 張○瑋
4150010054 李○雄

4150010016 謝○軒

正取 合計 6 名
4150010062 李○庭

4150010040 沈○傑

備取 合計 14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4150010060 呂○ [備 2]4150010020 鍾○ [備 3]4150010017 蔡○ [備 4]4150010067 賴○
紘
逸
燁
豪
[備 6]4150010033 莊○ [備 7]4150010045 賴○ [備 8]4150010001 李○ [備 9]4150010024 謝○
橋
瑋
冀
麟
[備 11]4150010026 陸○ [備 12]4150010022 潘○ [備 13]4150010046 黃○ [備 14]4150010029 李○
呈
叡
豪
穎

4150010052 張○莛

[備 5]4150010069 許○
峰
[備 10]4150010047 陳○
綸

415002-機械工程系

4150020009 張○菘
4150020048 陳○賢

4150020047 李○鈞

正取 合計 6 名
4150020008 李○勳

4150020034 陳○俊

4150020075 張○宏

備取 合計 10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4150020005 余○勳 [備 2]4150020027 謝○軒 [備 3]4150020013 范○余 [備 4]4150020045 范○翔 [備 5]4150020071 張○瑋
[備 10]4150020072 羅○
[備 6]4150020051 沈○傑 [備 7]4150020021 李○耀 [備 8]4150020035 潘○叡 [備 9]4150020030 薛○宸
齊

415003-數位多媒體系

4150030082 王○辰
4150030054 蔡○嘉

4150030066 陳○綸
4150030068 謝○樺

正取 合計 8 名
4150030038 黃○捷
4150030032 高○凱

4150030030 涂○嘉

4150030007 許○翔

備取 合計 14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4150030005 鄭○謙 [備 2]4150030021 林○睿 [備 3]4150030080 顏○傑 [備 4]4150030046 李○臻 [備 5]4150030020 許○翔
[備 10]4150030048 陳○
[備 6]4150030022 何○燁 [備 7]4150030035 王○盈 [備 8]4150030042 于○宸 [備 9]4150030043 許○慈
昇
[備 11]4150030036 高○ [備 12]4150030071 張○ [備 13]4150030049 曾○ [備 14]4150030045 黃○
綾
瑋
宇
暄

415004-表演藝術系

4150040009 蔡○柔
4150040140 張○禧
4150040052 塗○華
4150040274 黃○慈
4150040007 楊○晴
4150040284 葉○儀

4150040289 虞○語
4150040151 王○屏
4150040006 張○薰
4150040133 周○婷
4150040089 謝○儀
4150040088 韋○羽

正取 合計 28 名
4150040130 林○安
4150040205 范○又恩
4150040157 徐○茗
4150040257 曾○鈞
4150040043 陳○琦
4150040231 李○巽

4150040109 李○心
4150040154 林○瑄
4150040177 蔡○紋
4150040279 陳○妤
4150040090 譚○云

4150040010 朱○瑄
4150040003 傅○雁
4150040125 李○葶
4150040078 許○瑜
4150040294 陳○玉茹

備取 合計 32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4150040131 王○苓 [備 2]4150040024 陳○菁 [備 3]4150040298 陳○琪 [備 4]4150040252 黃○庭 [備 5]4150040266 陳○恩
[備 10]4150040209 江○
[備 6]4150040076 黃○雯 [備 7]4150040093 吳○綾 [備 8]4150040099 羅○均 [備 9]4150040285 張○菁
瑩
[備 11]4150040046 潘○ [備 12]4150040218 廖○ [備 13]4150040086 張○ [備 14]4150040029 羅○
[備 15]4150040092 張○
家
瑩
萱
茵
[備 16]4150040271 徐○ [備 17]4150040107 鄧○ [備 18]4150040239 徐○ [備 19]4150040143 林○ [備 20]4150040260 李○
娟
庭
槿
萱
婕

備取 合計 32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21]4150040123 賴○ [備 22]4150040002 楊○ [備 23]4150040178 簡○ [備 24]4150040238 詹○
安
翔
如
卉
[備 26]4150040196 謝○ [備 27]4150040102 吳○ [備 28]4150040292 陸○ [備 29]4150040264 黎○
軒
諺
暄
伯
[備 31]4150040229 余○ [備 32]4150040145 王○
芝
芃

[備 25]4150040208 李○
錡
[備 30]4150040283 周○
騏

415005-影視傳播系

4150050108 蔡○翰

4150050010 莊○恩

正取 合計 5 名
4150050051 賴○苗

4150050006 高○隆

備取 合計 3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4150050021 陳○恩 [備 2]4150050076 張○芹 [備 3]4150050107 林○德

4150050064 楊○瑄

415006-戲劇系

4150060014 陳○菁
4150060081 孫○恩

4150060036 鍾○芫
4150060006 陳○嘉

正取 合計 10 名
4150060131 蔡○原
4150060069 黃○鈞

4150060148 陳○琪
4150060060 李○庭

4150060051 王○苓
4150060027 陳○彤

備取 合計 24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4150060121 陳○睿 [備 2]4150060090 趙○君 [備 3]4150060089 楊○誠 [備 4]4150060129 黃○鈞 [備 5]4150060151 黃○彰
[備 10]4150060074 顧○
[備 6]4150060092 涂○凱 [備 7]4150060143 涂○珈 [備 8]4150060042 葉○昕 [備 9]4150060047 蘇○薇
傑
[備 11]4150060066 張○ [備 12]4150060100 廖○ [備 13]4150060053 王○ [備 14]4150060098 謝○ [備 15]4150060064 施○
芹
瑩
芃
儀
昇
[備 16]4150060004 蔡○ [備 17]4150060073 簡○ [備 18]4150060061 李○ [備 19]4150060062 林○ [備 20]4150060020 林○
柔
如
禎
妤
葳
[備 21]4150060096 謝○ [備 22]4150060146 陸○ [備 23]4150060110 詹○ [備 24]4150060087 陸○
軒
暄
卉
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