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0010076 鍾漢晨 290010091 布拉路揚．督利亞邦 290010046 以斯帖卡帝 290010009 王恩琦

290010024 何盈暉 290010073 田蜜蜜 290010015 陳冠偉 290010087 白筱璦

290010022 郭子頨 290010032 江邵瑋 290010051 周佩潔 290010077 曹耀邦

290010044 盧靖婷 290010039 趙彤 290010045 田芯

290010070 芦惠子(備001) 290010010 廣加芯(備002) 290010043 林姿妤(備003) 290010102 陳子昀(備004)

290010041 潘春月(備005) 290010103 林鴻彥(備006) 290010075 嫚妮、黎汸勞(備007) 290010095 方圓(備008)

290010007 游勞孟涵(備009) 290010002 花梓源(備010) 290010066 黃琳(備011)

290010100 鍾采 290010025 高語杰 290010098 盧詠心 290010060 鄧以琳

290010038 宋宏財 290010085 高鈺婷 290010018 陳欣慧 290010065 凡依偲．巴法路丹

290010008 賴維 290010001 古文龍 珊妮 290010013 顏恩熙

290010049 鄭儀君 290010048 張于歡 290010029 尤若珊 290010047 林詩渟

290010078 鄭浩男 290010062 王劭恩 290010072 高鈺程 290010088 許芊育

290010003 林御宸 290010090 林冠嬛

290010045 田芯(備001) 290010070 芦惠子(備002) 290010010 廣加芯(備003) 290010043 林姿妤(備004)

290010102 陳子昀(備005) 290010041 潘春月(備006) 290010103 林鴻彥(備007) 290010075 嫚妮、黎汸勞(備008)

290010095 方圓(備009) 290010002 花梓源(備010) 290010066 黃琳(備011)

290010005 陳妤婕 290010016 當奧·洛金 290010067 金愷崙 290010035 林怡宣

290010101 巫欣琪 290010083 游志凡 290010059 戴文驥 290010092 林詩潔

290010068 余宜祐 290010082 何珊 290010094 柯睿芯 290010037 曾宜玟

290010039 趙彤(備001) 290010045 田芯(備002) 290010070 芦惠子(備003) 290010010 廣加芯(備004)

290010043 林姿妤(備005) 290010102 陳子昀(備006) 290010041 潘春月(備007) 290010103 林鴻彥(備008)

290010075 嫚妮、黎汸勞(備009) 290010095 方圓(備010) 290010007 游勞孟涵(備011) 290010002 花梓源(備012)

290010066 黃琳(備013)

國立東華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正取生:15 名.

正取生請於109年0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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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備取生:11 名.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正取生:22 名.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備取生:11 名.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正取生:12 名.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備取生: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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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正取生請於109年0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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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10006 王宇聖 290010093 高千翊 290010069 周沁諭 290010027 黃偉柔

290010058 邱文乾 290010026 鄭緯甯 290010011 那紜綵 290010079 江秀園

290010071 吳心潔 290010099 田佳琪 290010036 柳慧喬 290010020 麥珈琦

290010105 洋佳馨 290010086 張蕙如

290010092 林詩潔(備001) 290010073 田蜜蜜(備002) 290010087 白筱璦(備003) 290010094 柯睿芯(備004)

290010077 曹耀邦(備005) 290010039 趙彤(備006) 290010052 曾昭偉(備007) 290010104 陳靜(備008)

290010045 田芯(備009) 290010070 芦惠子(備010) 290010010 廣加芯(備011) 290010043 林姿妤(備012)

290010102 陳子昀(備013) 290010041 潘春月(備014) 290010061 羅依蓁(備015) 290010103 林鴻彥(備016)

290010075 嫚妮、黎汸勞(備017) 290010095 方圓(備018) 290010007 游勞孟涵(備019) 290010002 花梓源(備020)

290010097 陳婷(備021) 290010066 黃琳(備022)

290010056 陳玟君 290010017 范文凱 290010081 馮忠勤 290010021 孫俊豪

290010074 高可凡 290010080 馮佳彬 290010014 胡婉瑩 290010057 張瑋

290010031 李丞弘 290010042 鄭恆晴 290010019 蕭仁傑 290010028 廖子宇

290010033 邱仲翊 290010004 李聖恩 290010030 林群傑

290010072 高鈺程(備001) 290010050 潘彥妮(備002) 290010090 林冠嬛(備003) 290010045 田芯(備004)

290010070 芦惠子(備005) 290010010 廣加芯(備006) 290010064 楊嘉豪(備007) 290010041 潘春月(備008)

290010103 林鴻彥(備009) 290010075 嫚妮、黎汸勞(備010) 290010095 方圓(備011) 290010002 花梓源(備012)

290010066 黃琳(備013)

289110007 林姿吟 289110003 游荏茲 289110008 蔡佳婷 289110006 游晨鈺

289110004 李欣玫 289110005 張喬

289110001 傅鈺如(備001) 289110009 楊凱婷(備002)

289210009 林嘉欣 289210007 陳虹吟 289210001 林詹子郡 289210003 陳舜堯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生:14 名.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生:22 名.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正取生:15 名.

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聯合招生不分組 一般生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備取生:13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田徑 一般生 正取生:4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排球 一般生 正取生:6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排球 一般生 備取生: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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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正取生請於109年0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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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10012 楊智鈞(備001) 289210016 陳冠宇(備002) 289210014 許育翔(備003) 289210015 許峻逢(備004)

289210013 詹 帆(備005)

289310005 張鄭立為

289410011 鄭家恩 289410003 陳慕慈 宸槿

289410007 蔡佳妤(備001) 289410004 曾治鈞(備002) 289410009 陳宥帆(備003) 289410008 林盈芝(備004)

289410002 高廉傑(備005)

289510011 張雨真 289510006 黃文人

289510007 李政翰(備001) 289510002 陳懷宥(備002) 289510003 黃珩恩(備003) 289510010 劉怡君(備004)

289510008 黃偉柔(備005)

289510008 黃偉柔

289610004 余梓騫 289610002 陳以揚

289610003 曾筱涵(備001)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田徑 一般生(原住民外加名額) 正取生:0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跆拳道 一般生(原住民外加名額) 正取生:1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田徑 一般生 備取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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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游泳 一般生 正取生:1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游泳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跆拳道 一般生(原住民外加名額) 備取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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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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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頁，共 4 頁



國立東華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正取生請於109年0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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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10005 李成員 296010006 李沅諺 296010003 鄧仲甯 296010004 徐瑞鴻

296010001 丁肇玟(備001) 296010008 林倉毅(備002) 296010009 朱政豪(備003)

297010028 周沁諭 297010027 賴妤錚 297010007 董麟凱 297010019 陳苡儒

297010002 何雋 297010012 王千芊 297010025 陳林荃姿 297010008 那紜綵

297010015 呂昀 297010013 楊陞 297010014 郭宜婷 297010003 鍾志強

297010022 何珊 297010026 林趙韋竹 297010009 葉宜恩 297010018 馮忠勤

297010024 雅靜哈用 297010021 盧靖婷 297010016 卓瑋芠 297010017 陳浩文

297010011 吳庭毓(備001) 297010010 呂子敬(備002) 297010006 鄭愛(備003) 297010004 許碧蓮(備004)

297010029 黃宣螢(備005) 297010020 張捷(備006) 297010005 羅妤婕(備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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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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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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