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05.27

申請編號 錄取學系 姓名

237001028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游○萱

2370011198 護理系（林口校區） 徐○妘

237001051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怡

237001035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蘇○文

237001106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萱

237001115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賴○靖

2370010592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羿

237001062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琪

2370010925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恩

237001123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萱

237001104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廷

237001042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函

2370010679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雅

2370010282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羽

2370011182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馨

2370010066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倩

2370011173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臻

237001086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方○媛

2370010593 護理系（林口校區） 柯○汶

237001148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伃

2370011071 護理系（林口校區） 藍○涵

237001119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慈

2370011131 護理系（林口校區） 楊○萱

2370010433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卉

2370010713 護理系（林口校區） 吳○瑀

237001168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褚○吟

2370011335 護理系（林口校區） 侯○恩

2370010813 護理系（林口校區） 葉顏○鎂

2370011152 護理系（林口校區） 溫○彤

2370011391 護理系（林口校區） 洪○晏

109學年度技專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錄取報到名單(林口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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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技專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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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0253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媗

237001125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愷

2370011380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凱

237001001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錚

2370010699 護理系（林口校區） 簡○庭

237001040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燕

2370010563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喬

2370010758 護理系（林口校區） 葉○辰

237001032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綺

2370010482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容

237001035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錩

237001106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董○敏

237001103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江○雯

2370010771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伃

237001163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江○芳

237001057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周○樺

237001054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潔

2370010168 護理系（林口校區） 葉○柔

237001132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姍

2370011252 護理系（林口校區） 侯○宜

237001098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瑄

2370011191 護理系（林口校區） 賴○榆

2370010150 護理系（林口校區） 傅○琳

237001082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雅

237001049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昕

237001054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恩

2370010006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廷

237001047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許○竣

237001029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宸

237001049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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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032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閔

237001117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蓁

2370011560 護理系（林口校區） 楊○翰

2370011564 護理系（林口校區） 周○艷

237001063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汪○

2370010861 護理系（林口校區） 楊○絜

237001021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詹○禎

2370010298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瑋

2370010517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心

2370010623 護理系（林口校區） 余○潔

237001007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涵

2370011213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慧

237001116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諺

2370010656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羽

2370010124 護理系（林口校區） 徐○宜

237001154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緯

237001119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含

237001158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邱○淇

237001023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宇

2370011602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妤

237001058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樺

237001000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盛

2370010062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芸

2370010374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余

237001076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均

2370010754 護理系（林口校區） 莊○安

2370010906 護理系（林口校區） 蕭○萱

237001115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瑄

2370011453 護理系（林口校區） 洪○如

237001040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江○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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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101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欣

2370010311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雲

2370010655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妤

2370011324 護理系（林口校區） 許○萱

2370010943 護理系（林口校區） 蘇○綺

2370010720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寒

237001061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靜

237001063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心

237001076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江○翎

2370010658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軒

237001040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玟

2370011178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如

2370010991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榛

2370010112 護理系（林口校區） 曾○菱

2370011341 護理系（林口校區） 戴○瑄

2370011570 護理系（林口校區） 曾○鈁

2370010248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宇

2370010073 護理系（林口校區） 周○婷

2370010291 護理系（林口校區） 施○珈

2370010304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蓁

2370010391 護理系（林口校區） 顏○馨

2370011451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佳

237001113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榆

237001031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均

2370010460 護理系（林口校區） 許○恩

237001065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華

237001050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梁○晏

237001140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呂○臻

2370010935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錡

2370010756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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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技專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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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0541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芳

237001000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妤

2370010815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悅

237001169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曹○茹

237001170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萱

2370010984 護理系（林口校區） 賴○涵

237001026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薇

2370011216 護理系（林口校區） 詹○萱

2370010206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妮

2370010682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均

237001096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禎

237001089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冉○霖

237001143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彭○欣

2370011119 護理系（林口校區） 章○瑜

237001085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蓁

237001163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樺

2370010952 護理系（林口校區） 蘇○媛

2370010221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賢

237001154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洪○謙

237001104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江○葳

237001057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錡

2370011336 護理系（林口校區） 顏○真

237001047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蓁

237001045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伶

237001125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駱○

237001156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翎

2370010532 護理系（林口校區） 許○芩

2370010978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莉

2370011241 護理系（林口校區） 許○熏

2370011536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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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1014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妤

237001035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楊○瑛

2370011265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庭

237001080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周○卉

2370010480 護理系（林口校區） 侯○

237001081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瑜

2370010436 護理系（林口校區） 藍○瑜

237001063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顏○萱

2370010742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薇

237001155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梅○婷

237001060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毛○鎧

2370010493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云

237001117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旻

2370011589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

237001038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欣

237001123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婷

237001147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惠

2370010903 護理系（林口校區） 于○媗

237001162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徐○昀

2370010201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宜

237001151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詹○涵

237001029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彬

2370011365 護理系（林口校區） 邱○慧

237001028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彤

237001104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鈴

2370010565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沁

2370011228 護理系（林口校區） 吳○凡

2370011053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葳

2370010335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彤

237001024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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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000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萱

237001148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晴

2370011093 護理系（林口校區） 歐○妤

237001086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心

237001084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軒

237001094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金○妤

237001072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珊

2370010466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涵

2370011084 護理系（林口校區） 廖○萱

237001071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方

237001012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汪○屏

237001009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婷

2370010509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荃

237001076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蓁

237001114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

237001105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臻

2370010626 護理系（林口校區） 蘇○慈

237001128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諭

2370011595 護理系（林口校區） 馮○薰

2370011018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婕

2370010081 護理系（林口校區） 莊○真

2370010721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翎

237001104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徐○越

237001056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柔

237001047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汶

237001092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妤

2370010250 護理系（林口校區） 洪○茜

2370011596 護理系（林口校區） 羅○廷

237001149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晏

237001034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沈○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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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1223 護理系（林口校區） 楊○儒

2370010515 護理系（林口校區） 古○榕

237001084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怡

2370010077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瑋

2370010810 護理系（林口校區） 劉○平

237001150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洪○謙

2370011153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玹

2370010425 護理系（林口校區） 孫○鋇

237001095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瑄

237001097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許○芝

237001131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吳○郡

237001015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吳○蓁

237001039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琤

237001057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宇

2370011251 護理系（林口校區） 駱○鈴

2370011500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霖

2370010020 護理系（林口校區） 詹○寧

237001129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婷

237001155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芸

237001139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吳○茹

2370010765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綸

237001091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莊○諭

2370010489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軒

2370010744 護理系（林口校區） 翁○雯

2370010540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潔

237001135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穎

2370011301 護理系（林口校區） 謝○佳

2370011518 護理系（林口校區） 廖○綺

237001100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許○瑜

237001036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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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10237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琇

2370010901 護理系（林口校區） 陳○萱

2370010216 護理系（林口校區） 彭○珆

2370010029 護理系（林口校區） 周○佳

2370011074 護理系（林口校區） 龔○葳

2370010611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恩

237001031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黃○箴

2370010612 護理系（林口校區） 隋○祐

2370010806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晴

2370010032 護理系（林口校區） 楊○渝

237001003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蔡○瑄

2370010147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惠

2370011110 護理系（林口校區） 吳○靜

237001099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均

2370010641 護理系（林口校區） 莊○萌

2370011280 護理系（林口校區） 王○祈

2370010398 護理系（林口校區） 羅○婷

237001149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賴○嘉

2370010522 護理系（林口校區） 薛○儒

2370010445 護理系（林口校區） 徐○涵

2370010902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君

237001053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燕

2370011364 護理系（林口校區） 巫○萱

2370011203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蓮

2370010108 護理系（林口校區） 鄭○心

2370010294 護理系（林口校區） 賴○晴

2370010354 護理系（林口校區） 姚○伶

2370010773 護理系（林口校區） 莊○

2370011470 護理系（林口校區） 郭○瑄

2370010845 護理系（林口校區） 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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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報到名單(林口校區)

2370010578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嫺

2370011614 護理系（林口校區） 廖○敏

2370011031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登

2370010327 護理系（林口校區） 董○妤

2370010265 護理系（林口校區） 胡○宏

2370010236 護理系（林口校區） 林○昀

2370010127 護理系（林口校區） 嚴○真

2370010929 護理系（林口校區） 袁○欣

2370010774 護理系（林口校區） 李○馨

2370030081 保健營養系（林口校區） 洪○琪

2370040215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詹○嵐

2370040071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彭○慈

2370040084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陳○臻

2370040092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王○鈞

2370040152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郭○期

2370040117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林○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