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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10031 李薇 290010042 陳杏宇 290010054 胡峻翔 290010028 吳姿澐
290010043 楊廷妍 290010016 金稟陞 290010133 安姵璇 290010039 林星宇
290010091 高艾倫 290010001 羅子強 290010096 賴昱丞 290010134 王海綺
290010138 徐博笙 290010141 張吟熏 290010102 呂美地

290010023 黃玉娟(備001) 290010030 李立航(備002) 290010129 尤旭(備003) 290010103 莊忻岑(備004)
290010105 李捷妤(備005) 290010097 林迦睿(備006) 290010009 李裕瑋(備007) 290010036 林妤琴(備008)
290010125 余玉琳(備009) 290010137 陳莉雅(備010) 290010121 余哲緯(備011)

290010029 鄭恩惠 290010010 鐘凱 290010025 張彭博 290010013 曾聖偉
290010083 廖涵君 290010089 森浩恩 290010117 溫秋雲 290010020 羅詠媐
290010077 李愛子 290010052 楊姿涵 290010086 劉舒梵 290010128 曾沛俞
290010063 王軍 290010022 陳怡嘉 290010140 李博凱 290010118 邱靚嫺
290010099 謝卉晨 290010112 林欣悅 290010011 吳築恩 290010060 周歆婕
290010023 黃玉娟 290010030 李立航

290010129 尤旭(備001) 290010103 莊忻岑(備002) 290010105 李捷妤(備003) 290010097 林迦睿(備004)
290010036 林妤琴(備005) 290010125 余玉琳(備006) 290010137 陳莉雅(備007) 290010121 余哲緯(備008)

290010004 陳照文 290010107 陳心 290010082 郭宋晨瑜 290010071 羅瑞綺
290010024 孟惜心 290010002 林清貴 290010078 田耀祖 290010014 傅沛渝
290010131 徐惠瑄 290010068 黃于禎 290010130 蔡亞蓉 290010079 李珊如
290010122 李沛瑄 290010129 尤旭 290010100 金吳復凱

290010103 莊忻岑(備001) 290010105 李捷妤(備002) 290010009 李裕瑋(備003) 290010036 林妤琴(備004)
290010125 余玉琳(備005) 290010137 陳莉雅(備006) 290010121 余哲緯(備007)

290010101 李念慈 290010056 簡士英 290010050 巴奈谷尤
290010093 林振洋 290010098 蔡少琳 290010076 曾華蓉 290010094 陳維真
290010048 陳佳琪 290010072 鄭元峰 290010021 戴禎 290010132 沈姿琳
290010003 鍾國豪 290010066 高欣瑜 290010067 張晴宣 290010095 江韋翔

290010014 傅沛渝(備001) 290010068 黃于禎(備002) 290010130 蔡亞蓉(備003) 290010069 陳庭歡(備004)
290010118 邱靚嫺(備005) 290010141 張吟熏(備006) 290010079 李珊如(備007) 290010023 黃玉娟(備008)
290010129 尤旭(備009) 290010100 金吳復凱(備010) 290010103 莊忻岑(備011) 290010105 李捷妤(備012)
290010009 李裕瑋(備013) 290010036 林妤琴(備014) 290010125 余玉琳(備015) 290010137 陳莉雅(備016)
290010121 余哲緯(備017)

290010064 杜威 290010026 杜芊芊 290010070 丁予 290010053 賴芷苓
290010073 林芷瑄 290010104 金翎 290010058 陳妤薰 290010075 宋唯品
290010035 王聖權 290010027 胡諾揚 290010074 林裕城 290010116 馬天愛
290010127 陳怡禎 290010084 林子棋 290010038 姜心語 290010136 黃崇祐

290010103 莊忻岑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22 名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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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5 名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11 名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8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5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7 名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6 名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1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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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10105 李捷妤(備001) 290010097 林迦睿(備002) 290010036 林妤琴(備003) 290010125 余玉琳(備004)
290010137 陳莉雅(備005) 290010108 陳正杰(備006) 290010121 余哲緯(備007)

289110003 賴姮妤 289110005 吳芷葳 289110004 楊詠綺

289110001 賴思穎(備001) 289110009 王幸媛(備002)

289210008 莊多佳 289210012 劉炳君 289210009 黃研皓

289210005 高健銘(備001) 289210015 鄭怡君(備002) 289210023 蔡毅霖(備003) 289210021 潘姵君(備004)
289210001 陳穧媃(備005) 289210020 周承華(備006) 289210017 馮語安(備008)
289210006 林宸澔(備009)

289210020 周承華

289210004 馬紹文(備002)

289310004 鍾紹璿 289310003 黃國倫 289310002 陳祈翰

289310007 陳楷翔(備001) 289310008 蔡沛紜(備002) 289310001 江典祐(備004)

289410019 王詠菁 289410013 楊博凱 289410004 曾嘉弘

289410014 張唯恩(備001) 289410009 盧詩涵(備002) 289410011 李朋燁(備003)

289510006 莊宜媛 289510010 羅政硯

289510005 潘林冠佑(備001) 289510011 周孝昌(備002) 289510009 廖泯棋(備003) 289510014 高承安(備004)
289510002 劉雨龍(備005) 289510004 李芷儀(備006)

289510005 潘林冠佑

289510014 高承安(備001) 289510002 劉雨龍(備002)

289610002 李芯頤 289610005 吳承恩

289610006 林偉俊(備001) 289610008 吳潘崇恩(備002)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7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排球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排球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田徑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田徑                 一般生 備取生：9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田徑                 (原住民外加名額) 正取生：1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田徑                 (原住民外加名額) 備取生：2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游泳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游泳                 一般生 備取生：4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羽球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羽球                 一般生 備取生：3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跆拳道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跆拳道               一般生 備取生：6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跆拳道               (原住民外加名額) 正取生：1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跆拳道               (原住民外加名額) 備取生：2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網球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網球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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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610008 吳潘崇恩

 

296010002 謝旻軒 296010001 李黃奕 296010005 黎世能 296010006 徐晉和

296010004 黃彥綸(備001) 296010003 曾周宏昇(備002)

297010027 簡欣妤 297010025 陳瑋·悠蘭 297010011 胡峻翔 297010004 藍孝行
297010028 廖在生 297010008 陳杏宇 297010018 宋湘語 297010026 陳蓓均
297010012 石靜樺 297010029 陳佳琦 297010024 林佑丞 297010020 吳陳子軒
297010010 林官琦 297010001 余國恩 297010035 鍾芯媛 297010014 高道飛·攸俐嚳
297010007 曾恩庭 297010002 陳怡嘉 297010030 蔡妏毓 297010005 田美翾

297010021 林崇廉(備001) 297010015 王羽軒(備003) 297010009 張宇婕(備004)
297010017 林思萱(備005) 297010016 戴雯琳(備006) 297010019 郭怡如(備007) 297010006 鐘凱(備008)
297010023 謝典邑(備009) 297010033 徐博笙(備010) 297010022 張子恆(備011) 297010034 洪正祥(備012)
297010003 吳昀蒨(備013)

音樂學系爵士音樂類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音樂學系爵士音樂類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法律學系原住民專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20 名

法律學系原住民專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13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網球 (原住民外加名額) 正取生：1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網球 (原住民外加名額) 備取生：0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