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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 錄取學系 姓名

2370020472 護理系（嘉義校區） 孫○沂

2370020949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樺

2370020166 護理系（嘉義校區） 楊○婷

2370020885 護理系（嘉義校區） 張○羽

2370020026 護理系（嘉義校區） 黃○綺

2370020001 護理系（嘉義校區） 林○穎

2370020269 護理系（嘉義校區） 孫○秀

2370020027 護理系（嘉義校區） 姜○胤

2370020132 護理系（嘉義校區） 鄭○珊

2370020471 護理系（嘉義校區） 徐○媛

2370020894 護理系（嘉義校區） 林○翰

2370020779 護理系（嘉義校區） 鄧○婷

2370020146 護理系（嘉義校區） 侯○文

2370020735 護理系（嘉義校區） 呂○臻

2370020832 護理系（嘉義校區） 資○恩

2370020295 護理系（嘉義校區） 謝○燁

2370020455 護理系（嘉義校區） 張○柔

2370020466 護理系（嘉義校區） 王○心

2370020888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霓

2370020637 護理系（嘉義校區） 高○庭

2370021020 護理系（嘉義校區） 朱○薇

2370020780 護理系（嘉義校區） 鍾○柔

2370020619 護理系（嘉義校區） 施○華

2370020513 護理系（嘉義校區） 徐○蔆

2370020778 護理系（嘉義校區） 趙○慈

2370020307 護理系（嘉義校區） 吳○萱

2370020360 護理系（嘉義校區） 郭○歡

2370020789 護理系（嘉義校區） 蔡○淋

2370020443 護理系（嘉義校區） 劉○妘

2370020638 護理系（嘉義校區） 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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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20914 護理系（嘉義校區） 李○熙

2370020708 護理系（嘉義校區） 蔡○靜

2370020130 護理系（嘉義校區） 黃○儀

2370020259 護理系（嘉義校區） 江○

2370020469 護理系（嘉義校區） 邱○惠

2370020136 護理系（嘉義校區） 宋○馨

2370020594 護理系（嘉義校區） 劉○妤

2370020749 護理系（嘉義校區） 賴○瑄

2370020853 護理系（嘉義校區） 許○安

2370020748 護理系（嘉義校區） 郭○裕

2370020109 護理系（嘉義校區） 王○心

2370020836 護理系（嘉義校區） 簡○儒

2370020961 護理系（嘉義校區） 羅○昀

2370020266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嫻

2370020456 護理系（嘉義校區） 林○珊

2370020410 護理系（嘉義校區） 楊○涵

2370020531 護理系（嘉義校區） 謝○秦

2370021039 護理系（嘉義校區） 彭○臻

2370020547 護理系（嘉義校區） 賴○如

2370020831 護理系（嘉義校區） 吳○萱

2370020525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華

2370020133 護理系（嘉義校區） 董○婷

2370021078 護理系（嘉義校區） 林○錚

2370020641 護理系（嘉義校區） 楊○瑄

2370020158 護理系（嘉義校區） 許○文

2370021071 護理系（嘉義校區） 曾○桓

2370020530 護理系（嘉義校區） 龎○華

2370020074 護理系（嘉義校區） 蔡○妤

2370021045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宇

2370020598 護理系（嘉義校區） 葉○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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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20110 護理系（嘉義校區） 丁○誌

2370020712 護理系（嘉義校區） 楊○紜

2370020367 護理系（嘉義校區） 楊○潔

2370020587 護理系（嘉義校區） 許○彤

2370020987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佳

2370020953 護理系（嘉義校區） 許○榛

2370020334 護理系（嘉義校區） 蘇○彬

2370020005 護理系（嘉義校區） 吳○硯

2370020941 護理系（嘉義校區） 許○婷

2370020618 護理系（嘉義校區） 劉○宜

2370020886 護理系（嘉義校區） 蔡○筠

2370020559 護理系（嘉義校區） 潘○宇

2370020202 護理系（嘉義校區） 許○媃

2370020517 護理系（嘉義校區） 劉○君

2370020121 護理系（嘉義校區） 韓○君

2370020186 護理系（嘉義校區） 楊○萱

2370020321 護理系（嘉義校區） 蔡○庭

2370020117 護理系（嘉義校區） 林○祐

2370020134 護理系（嘉義校區） 杜○丞

2370020507 護理系（嘉義校區） 柯○涵

2370020199 護理系（嘉義校區） 謝○茹

2370021023 護理系（嘉義校區） 石○琪

2370020499 護理系（嘉義校區） 顏○庭

2370020639 護理系（嘉義校區） 葉○瑜

2370020231 護理系（嘉義校區） 林○苡

2370020628 護理系（嘉義校區） 李○瑩

2370020990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

2370021037 護理系（嘉義校區） 鄭○涵

2370020353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旻

2370020287 護理系（嘉義校區） 陳○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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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20801 護理系（嘉義校區） 翁○庭

2370021057 護理系（嘉義校區） 簡○軒

2370020934 護理系（嘉義校區） 蔡○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