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考證號 姓名 報考證號 姓名

1070090021 林O韋 1070090115 李O菱

1070090098 陳O文 1070090014 李O瑜

1070090055 李O峰 1070090067 賴O瑄

1070090056 王O婷 1070090118 徐O鎧

1070090100 張O鈞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1070090058 黃O芝 備取1 1070090072 吳O庭 備取31

1070090063 許O雅 備取2 1070090111 蕭O璇 備取32

1070090034 趙O晴 備取3 1070090107 黃O萱 備取33

1070090085 鄭O涵 備取4 1070090082 許O燻 備取34

1070090010 許O溱 備取5 1070090079 黃O翰 備取35

1070090042 江O錡 備取6 1070090012 林O如 備取36

1070090097 陳O菱 備取7 1070090001 陳O華 備取37

1070090026 黃O蓁 備取8 1070090038 張O珊 備取38

1070090037 林O昌 備取9 1070090084 李O樂 備取39

1070090017 陳O玟 備取10 1070090020 楊O惠 備取40

1070090066 魏O珈 備取11 1070090102 陳O婕 備取41

1070090088 饒O萱 備取12 1070090075 陳O君 備取42

1070090081 蔡O庭 備取13 1070090044 林O潔 備取43

1070090019 林O晴 備取14 1070090074 吳O霏 備取44

1070090106 陳O瑀 備取15 1070090030 鄭O妍 備取45

1070090040 吳O筠 備取16 1070090109 賴O瀅 備取46

1070090003 黃O蓉 備取17 1070090006 李O慧 備取47

1070090050 吳O儒 備取18 1070090061 郭O鳳 備取48

1070090108 沈O琳 備取19 1070090009 甘O妤 備取49

1070090043 潘O可 備取20 1070090114 李O維 備取50

1070090051 林O璇 備取21 1070090024 陳O勳 備取51

1070090035 潘O慈 備取22 1070090018 黃O庭 備取52

1070090078 莊O妍 備取23 1070090007 范O云 備取53

1070090016 戴O婕 備取24 1070090090 劉O甄 備取54

1070090069 蔡O瑜 備取25 1070090027 洪O惠 備取55

1070090053 張O期 備取26 1070090054 鍾O涵 備取56

1070090025 王O羽 備取27 1070090064 曾O芬 備取57

1070090008 謝O暄 備取28 1070090015 董O樂 備取58

1070090116 徐O婷 備取29 1070090117 謝O庭 備取59

1070090022 王O綺 備取30

備取生共計59名。最低錄取分數61分。

長庚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四技日間部轉學考招生

護理系(林口校區)
正取生共計9名。

錄取名單公告

公告日期：107/7/18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長庚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四技日間部轉學考招生

錄取名單公告

公告日期：107/7/18

報考證號 姓名

1070100029 蔡O揚

1070100020 王O婷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1070100027 張O鈞 備取1 1070100026 林O潔 備取13

1070100046 李O瑜 備取2 1070100032 連O雯 備取14

1070100015 黃O芝 備取3 1070100005 李O慧 備取15

1070100036 鄭O涵 備取4 1070100023 賴O瑜 備取16

1070100048 陳O玟 備取5 1070100012 陳O勳 備取17

1070100006 許O溱 備取6 1070100017 賴O葳 備取18

1070100051 吳O筠 備取7 1070100013 徐O筑 備取19

1070100016 潘O可 備取8 1070100040 劉O甄 備取20

1070100047 戴O婕 備取9 1070100009 洪O惠 備取21

1070100022 蔡O瑜 備取10 1070100011 董O樂 備取22

1070100056 陳O汝 備取11 1070100054 龔O雯 備取23

1070100037 黃O翰 備取12 以下空白

護理系(嘉義校區)
正取生共計2名。

備取生共計23名。最低錄取分數60分。



長庚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四技日間部轉學考招生

錄取名單公告

公告日期：107/7/18

報考證號 姓名

1070110003 張O蓁

1070110009 鄭O涵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1070110014 王O偵 備取1 1070110004 葉O茹 備取6

1070110008 劉O家 備取2 1070110006 江O蓬 備取7

1070110010 楊O晴 備取3 1070110007 張O期 備取8

1070110001 雷O涵 備取4 1070110013 蔡O珊 備取9

1070110012 黃O萱 備取5

報考證號 姓名

1070120007 張O蓁

1070120008 吳O諭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1070120015 呂O琳 備取1 1070120013 蕭O芸 備取6

1070120001 趙O晴 備取2 1070120005 湯O之 備取7

1070120022 翁O涵 備取3 1070120024 劉O綺 備取8

1070120006 徐O涵 備取4 1070120017 林O涵 備取9

1070120010 周O琪 備取5

報考證號 姓名

1070130001 張O蓁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報考證號 姓名 備取名次

1070130003 劉O姍 備取1 1070130002 陳O玓 備取4

1070130005 楊O晴 備取2 1070130008 韓O 備取5

1070130007 劉O綺 備取3 1070130006 楊O珺 備取6

正取生共計1名。

備取生共計6名。最低錄取分數54分。

保健營養系(林口校區)
正取生共計2名。

備取生共計9名。最低錄取分數73分。

以下空白

化妝品應用系(林口校區)
以下空白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正取生共計2名。

備取生共計9名。最低錄取分數6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