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0010108 田雪茹 290010005 陳欣 290010025 曾詠潔 290010064 周妍蓁

290010013 高芸甄 290010029 何倇馨 290010089 葉欣絜 290010034 張祉蓉

290010067 邵禡合˙如意 290010052 馬翊君 290010035 杜婷媗 290010092 馬湘琴

290010003 林子馨 290010054 陳勁蓉 290010118 蘇明聖

290010107 李竣皓(備001) 290010071 林黃婷瑄(備002) 290010113 黃有玉(備003) 290010069 陳冠群(備004)

290010059 巫珮甄(備005) 290010068 楊怡婷(備006) 290010062 陳爵姚(備007) 290010095 林欣儒(備008)

290010111 羅郁馨(備009) 290010103 王凱(備010) 290010075 高庭恩(備011) 290010074 林子裕(備012)

290010023 宋智文(備013) 290010015 張力允(備014) 290010110 賴靜宜(備015) 290010088 高淑雲(備016)

290010019 陳耕瀚(備017) 290010063 正羽岑(備018) 290010112 高萱(備019) 290010121 黃雨柔(備020)

290010078 陳皓(備021) 290010016 洪郁儒(備022) 290010084 陳少杰(備023) 290010109 陳紹凡(備024)

290010022 陳宇 290010098 簡家恩 290010045 汪祐丞 290010014 林祐申

290010004 許佩真 290010021 李承恩 290010030 許競 290010060 胡韻宇

290010002 劉瑋 290010007 高志希 290010036 卡拉依樣‧庫義 290010119 曾若薇

290010081 馮育姍 290010120 李永希 290010020 松欣亞 290010087 黃喬恩

290010037 謝雨珊 290010018 林歡 290010126 曾宥恩 290010047 柯美齡

290010038 曾瑄雅 290010101 陳詩婷

290010054 陳勁蓉(備001) 290010118 蘇明聖(備002) 290010107 李竣皓(備003) 290010071 林黃婷瑄(備004)

290010113 黃有玉(備005) 290010069 陳冠群(備006) 290010068 楊怡婷(備007) 290010062 陳爵姚(備008)

290010095 林欣儒(備009) 290010111 羅郁馨(備010) 290010103 王凱(備011) 290010044 張杰(備012)

290010075 高庭恩(備013) 290010079 楊蕙琳(備014) 290010023 宋智文(備015) 290010015 張力允(備016)

290010110 賴靜宜(備017) 290010057 李婷婷(備018) 290010088 高淑雲(備019) 290010019 陳耕瀚(備020)

290010063 正羽岑(備021) 290010112 高萱(備022) 290010121 黃雨柔(備023) 290010078 陳皓(備024)

290010016 洪郁儒(備025) 290010084 陳少杰(備026) 290010042 游韋君(備027) 290010105 胡文淵(備028)

290010109 陳紹凡(備029)

國立東華大學 110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正取生請於110年04月12日(一)前（含當日，以國內郵戳為憑）依簡章及錄取通知單之相關規定

辦理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驗證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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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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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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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0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正取生請於110年04月12日(一)前（含當日，以國內郵戳為憑）依簡章及錄取通知單之相關規定

辦理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驗證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290010077 李妍喜 都拉比 290010123 鄭穎 290010049 邱文心

290010050 張羽希 290010051 涂采玲 290010093 張逸軒 290010031 陳伯和

290010080 林家姿 290010024 盧安慈 290010009 汪維哲

290010101 陳詩婷(備001) 290010054 陳勁蓉(備002) 290010118 蘇明聖(備003) 290010071 林黃婷瑄(備004)

290010113 黃有玉(備005) 290010069 陳冠群(備006) 290010068 楊怡婷(備007) 290010062 陳爵姚(備008)

290010095 林欣儒(備009) 290010111 羅郁馨(備010) 290010103 王凱(備011) 290010044 張杰(備012)

290010075 高庭恩(備013) 290010074 林子裕(備014) 290010079 楊蕙琳(備015) 290010023 宋智文(備016)

290010015 張力允(備017) 290010110 賴靜宜(備018) 290010056 劉家茹(備019) 290010088 高淑雲(備020)

290010019 陳耕瀚(備021) 290010063 正羽岑(備022) 290010112 高萱(備023) 290010121 黃雨柔(備024)

290010078 陳皓(備025) 290010016 洪郁儒(備026) 290010084 陳少杰(備027) 290010104 陳語諾(備028)

290010105 胡文淵(備029) 290010109 陳紹凡(備030)

290010008 莫那·天祥 290010039 高詩潔 290010065 顧爾安 290010026 黃怡瑄

290010100 風念妤 290010048 林采萱 290010006 林孟臻 290010027 李安琪

290010094 林苡筑 290010090 林守真 290010127 林維婷 290010055 蘇晴

290010012 王沛恩 290010086 林曉潔 290010099 蘇芳嫺

290010031 陳伯和(備001) 290010080 林家姿(備002) 290010003 林子馨(備003) 290010047 柯美齡(備004)

290010024 盧安慈(備005) 290010101 陳詩婷(備006) 290010054 陳勁蓉(備007) 290010118 蘇明聖(備008)

290010071 林黃婷瑄(備009) 290010113 黃有玉(備010) 290010069 陳冠群(備011) 290010059 巫珮甄(備012)

290010068 楊怡婷(備013) 290010062 陳爵姚(備014) 290010095 林欣儒(備015) 290010111 羅郁馨(備016)

290010103 王凱(備017) 290010044 張杰(備018) 290010075 高庭恩(備019) 290010079 楊蕙琳(備020)

290010023 宋智文(備021) 290010015 張力允(備022) 290010110 賴靜宜(備023) 290010057 李婷婷(備024)

290010088 高淑雲(備025) 290010019 陳耕瀚(備026) 290010063 正羽岑(備027) 290010112 高萱(備028)

290010121 黃雨柔(備029) 290010078 陳皓(備030) 290010016 洪郁儒(備031) 290010084 陳少杰(備032)

290010104 陳語諾(備033) 290010105 胡文淵(備034) 290010109 陳紹凡(備035)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1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30 名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15 名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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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0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正取生請於110年04月12日(一)前（含當日，以國內郵戳為憑）依簡章及錄取通知單之相關規定

辦理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驗證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290010117 黃梓童 290010076 林子瑞 290010124 林維新 290010046 蔡宗辰

290010082 陳安以軒 290010043 謝常慈 290010125 林凱楓 290010122 華伊達

290010116 白萱瑩 290010073 石佩岑 290010096 王聖祥 290010061 陳婉祺

290010066 白昕卉 290010070 茹璐茹璐 290010058 馬聖芬 290010032 何妍希

290010028 劉興 290010102 林仁傑

290010118 蘇明聖(備001) 290010107 李竣皓(備002) 290010071 林黃婷瑄(備003) 290010113 黃有玉(備004)

290010069 陳冠群(備005) 290010068 楊怡婷(備006) 290010062 陳爵姚(備007) 290010111 羅郁馨(備008)

290010103 王凱(備009) 290010044 張杰(備010) 290010023 宋智文(備011) 290010015 張力允(備012)

290010110 賴靜宜(備013) 290010056 劉家茹(備014) 290010057 李婷婷(備015) 290010088 高淑雲(備016)

290010019 陳耕瀚(備017) 290010112 高萱(備018) 290010121 黃雨柔(備019) 290010078 陳皓(備020)

290010016 洪郁儒(備021) 290010042 游韋君(備022) 290010105 胡文淵(備023)

289110012 張秀雁 289110013 蔡佳宏 289110006 高怡茜 289110001 楊詠茹

289110003 鄔以柔

289110007 張依羚(備001) 289110010 王郁瑛(備002) 289110004 黃于馨(備003) 289110014 王敏晏(備004)

289110005 李芷誼(備005) 289110002 李翊瑄(備006)

289210001 楊薪穎 289210010 魏泰羽 289210003 黃俊銓

289210011 魏冠羽(備001) 289210004 賴慎葳(備002) 289210005 莊翔閎(備003) 289210013 吳憶嘉(備004)

289210002 袁英豪(備005) 289210014 邱鈺潔(備006)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排球                 一般生 正取生：5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排球                 一般生 備取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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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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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2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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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0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正取生請於110年04月12日(一)前（含當日，以國內郵戳為憑）依簡章及錄取通知單之相關規定

辦理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驗證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289210004 賴慎葳

289310001 江承恩 289310004 傅苡玲 289310005 蕭尹婷

289310002 廖柏睿(備001)

289410007 劉佳峰 289410008 吳宏奕 289410009 徐宛彤

289410001 陳伍(備001) 289410004 彭凡城(備002) 289410005 李杰芮(備003) 289410006 簡子恩(備004)

289510002 許名坤 289510005 張博翔

289510001 歐瑩圓(備001) 289510003 陳奕芸(備002)

289610002 柳丞浩 289610004 林宜璇

289610001 李孟芳(備001)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跆拳道               (原住民外加名額) 正取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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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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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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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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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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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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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生請於110年04月12日(一)前（含當日，以國內郵戳為憑）依簡章及錄取通知單之相關規定

辦理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驗證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296010002 陳健文 296010001 歐鑫瓚 296010012 林哲緯 296010007 朱政豪

296010003 李宜倫(備001) 296010010 楊朕語(備002) 296010006 黃炫諭(備003)

297010015 朱璽恩 297010014 李妍喜 297010012 金芊均 都拉比

297010005 羅靖 297010011 王 297010006 簡子恩 297010020 江瑜安

297010024 陳茗文 297010003 余晰 297010007 李采縈 297010001 黃歆甯

297010008 陳巧安 297010016 江愛琳 297010023 呂惠珍 297010013 陳佳綺

297010009 林宜芝 297010026 黃芷茜 297010021 曾澤恩 297010017 卓芷郡

297010025 呂沁妤(備001) 297010022 林愷祥(備002) 297010029 黃有玉(備003) 297010018 邱敏珍(備004)

297010028 林聖宇(備005)

法律學系原住民專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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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

法律學系原住民專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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