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號：LN1014-J
授課教師：劉愛萍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1 朱O亞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學士班
2 林O佑 國立中央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3 洪O樺 國立中央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4 凌O豪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5 梁O騫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6 傅O瑄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7 曾O峻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8 葉O君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9 歐O鈞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10 吳O融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1 李O叡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2 洪O蓁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3 陳O融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4 陳O毅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5 詹O元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6 廖O聖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7 蕭O志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8 薛O忻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9 洪O寬 國立中央大學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20 廖O鈞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21 劉O臣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22 王O宇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23 余O恩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24 林O庭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25 彭O勛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26 李O蓉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27 汪O翔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8 林O傳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9 林O嫻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 袁O曛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1 張O盛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2 張O栩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3 陳O獻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4 陳O宇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35 陳O呈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6 游O睿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7 黃O榕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8 劉O允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9 蔡O宏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40 謝O祐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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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號：LN1014-K
授課教師：闕郁軒

編號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1 陳O馥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2 陳O均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3 王O崴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4 朱O葦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5 何O謙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6 吳O甫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7 李O安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8 林O輝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9 施O彤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0 張O宇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1 許O安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2 陳O伶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13 陸O宏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14 温O驊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5 黃O蓁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6 黃O翔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7 蔡O蓁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18 謝O安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9 王O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0 李O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學系
21 李O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22 周O宏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23 林O恩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4 張O縈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25 張O芳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26 梁O絜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學系
27 莊O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28 許O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29 許O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0 連O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31 陳O家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2 陳O傑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33 陳O庭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34 陳O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5 楊O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36 楊O雯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37 葉O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8 廖O承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39 謝O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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