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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大 學    公       告 
主旨：中華大學 109 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錄取榜單暨報到注意事項。 

依據：108 學年度第 11 次招生會議議決。 

公告事項： 

一、依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1 次招生會議裁定，共錄取正取生：155 名；無備取生。      

二、考生錄取名單如下頁起所示。 

三、成績通知單預計於 109 年 7 月 16 日掛號寄出，請留意掛號郵件。 

四、二年制在職專班正取生報到時間暨相關注意事項： 

 （一）【正取生報到】 

1、本校公告放榜後，正取生應於 109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前將「附件 5 報到意願書」 

   正本親送或以掛號寄至本校教務處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辦理報到手續（郵戳為憑，逾

期視同放棄）。 

2、錄取正取生若於 109 年 7 月 20 日前仍未收到成績通知單，可至本校教務處試務與招

生專業化組申請補發；並請上本校網頁查詢正取生報到時間，未依上述方式辦理致

逾越報到期限者，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二）正取生未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
措施。 

（三）其他未盡詳述部分，請依簡章報到規定辦理。 

（四）109 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錄取名額統計表（如下表）。 

學 系 別 

簡

章

名

額 

報名人數 正取 備註 

11 工業管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 70 70 無備取生 

12 工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 

二年制在職專班 
60 46 46 無備取生 

13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71 40 39 無備取生 

合  計 237 156 155   

中華大學 招生委員會     

 

中華大學 109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 
工業管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正取生 

  09311014 葉○琳      正取第   1 名, 09311063 羅○翎      正取第   2 名,  

  09311015 劉○德      正取第   3 名, 09311008 黃○孟      正取第   4 名,  

  09311005 邱○豪      正取第   5 名, 09311016 彭○復      正取第   6 名,  

  09311051 邱○銘      正取第   7 名, 09311009 許○珍      正取第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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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11041 張○國      正取第   9 名, 09311013 王○寧      正取第  10 名,  

  09311022 丁○惠      正取第  11 名, 09311065 楊○喻      正取第  11 名,  

  09311031 陳○伸      正取第  13 名, 09311006 陳○婷      正取第  14 名,  

  09311028 吳○華      正取第  14 名, 09311007 劉○哲      正取第  16 名,  

  09311035 黃○堂      正取第  17 名, 09311032 羅○鈞      正取第  18 名,  

  09311037 馬○婷      正取第  18 名, 09311019 田○豐      正取第  20 名,  

  09311043 劉○宏      正取第  21 名, 09311001 楊○欣      正取第  22 名,  

  09311027 洪○雄      正取第  22 名, 09311047 陳○妍      正取第  22 名,  

  09311030 黃○霖      正取第  25 名, 09311023 彭○錡      正取第  26 名,  

  09311010 林○蒨      正取第  27 名, 09311042 吳○惠      正取第  27 名,  

  09311018 李○葶      正取第  29 名, 09311020 紀○如      正取第  30 名,  

  09311040 黃○慧      正取第  30 名, 09311045 胡○傑      正取第  30 名,  

  09311057 陳○宇      正取第  33 名, 09311044 黃○嫺      正取第  34 名,  

  09311026 吳○聖      正取第  35 名, 09311046 周○萍      正取第  35 名,  

  09311017 郭○旗      正取第  37 名, 09311025 彭○彰      正取第  38 名,  

  09311021 洪○毅      正取第  39 名, 09311029 廖○萱      正取第  39 名,  

  09311024 鄭○勻      正取第  41 名, 09311052 李○奕      正取第  41 名,  

  09311039 楊○玉      正取第  43 名, 09311011 李○軒      正取第  44 名,  

  09311002 李○彤      正取第  45 名, 09311061 楊○軒      正取第  46 名,  

  09311050 黃○琳      正取第  47 名, 09311058 古○安      正取第  48 名,  

  09311064 李○芳      正取第  49 名, 09311056 林○遠      正取第  50 名,  

  09311048 王○翔      正取第  51 名, 09311059 莊○煒      正取第  51 名,  

  09311054 涂○誠      正取第  53 名, 09311033 邱○宣      正取第  54 名,  

  09311053 黃○慶      正取第  55 名, 09311012 蘇○弘      正取第  56 名,  

  09311038 李○翰      正取第  57 名, 09311003 紀○文      正取第  58 名,  

  09311034 陳○萍      正取第  58 名, 09311060 徐○豪      正取第  58 名,  

  09311049 蔡○穎      正取第  61 名, 09311055 謝○成      正取第  62 名,  

  09311004 蔡○鴻      正取第  63 名, 09311036 賴○勳      正取第  64 名,  

  09311066 曾○恩      正取第  65 名, 09311069 倪○綸      正取第  66 名,  

  09311067 陳○宏      正取第  67 名, 09311062 吳○倫      正取第  68 名,  

  09311068 呂○軒      正取第  69 名, 09311070 魏○華      正取第  70 名, 

 

工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二年制在職專班 
正取生 

  09312001 魏○鈞      正取第   1 名, 09312002 邱○量      正取第   2 名,  

  09312034 趙○博      正取第   3 名, 09312045 闕○玲      正取第   4 名,  

  09312009 孟○安      正取第   5 名, 09312010 胡○睿      正取第   6 名,  

  09312012 劉○凱      正取第   7 名, 09312011 劉○寬      正取第   8 名,  

  09312007 潘○宇      正取第   9 名, 09312021 鄭○裕      正取第  10 名,  

  09312035 游○昌      正取第  11 名, 09312003 周○信      正取第  12 名,  

  09312025 張○瑜      正取第  13 名, 09312024 林○銘      正取第  14 名,  

  09312040 楊○育      正取第  15 名, 09312006 蘇○錚      正取第  16 名,  

  09312019 王○麗      正取第  17 名, 09312016 許○顬      正取第  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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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12026 洪○志      正取第  19 名, 09312022 陳○廷      正取第  20 名,  

  09312017 王○興      正取第  21 名, 09312033 沈○展      正取第  22 名,  

  09312038 張○棋      正取第  23 名, 09312013 陳○評      正取第  24 名,  

  09312036 吳○叡      正取第  25 名, 09312015 黃○偉      正取第  26 名,  

  09312023 陳○宏      正取第  27 名, 09312032 蔡○倫      正取第  28 名,  

  09312014 王○貽      正取第  29 名, 09312008 潘○宇      正取第  30 名,  

  09312030 許○忠      正取第  31 名, 09312027 林○澤      正取第  32 名,  

  09312004 張○詮      正取第  33 名, 09312029 廖○富      正取第  34 名,  

  09312031 洪○琮      正取第  35 名, 09312037 魏○賢      正取第  36 名,  

  09312039 趙○       正取第  37 名, 09312028 陳○容      正取第  38 名,  

  09312020 林○彥      正取第  39 名, 09312043 魏○建      正取第  40 名,  

  09312041 黃○涵      正取第  41 名, 09312044 方○芸      正取第  42 名,  

  09312042  邱○       正取第  43 名, 09312018 夏○宏      正取第  44 名,  

  09312046 施○淑      正取第  45 名, 09312005 陳○昇      正取第  46 名,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正取生 

  09313008 許○誠      正取第   1 名, 09313010 林○惠      正取第   2 名,  

  09313029 林○潔      正取第   3 名, 09313009 賴○玲      正取第   4 名,  

  09313014 陳○雯      正取第   5 名, 09313004 劉○玲      正取第   6 名,  

  09313015 高○娥      正取第   7 名, 09313030 林○萍      正取第   8 名,  

  09313018 李○瑛      正取第   9 名, 09313003  胡○       正取第  10 名,  

  09313017 呂○燕      正取第  11 名, 09313002 許○蓁      正取第  12 名,  

  09313011 吳○葳      正取第  13 名, 09313016 黃○楨      正取第  14 名,  

  09313019 黃○先      正取第  15 名, 09313012 林○嬛      正取第  16 名,  

  09313020 王○雯      正取第  16 名, 09313031 張○君      正取第  18 名,  

  09313021 陳○南      正取第  19 名, 09313022 陳○彰      正取第  20 名,  

  09313005 滕○森      正取第  21 名, 09313035 饒○紋      正取第  22 名,  

  09313024 卓○浩      正取第  23 名, 09313039 戴○君      正取第  23 名,  

  09313028 曾○絹      正取第  25 名, 09313025 張○晴      正取第  26 名,  

  09313001 范姜○惠    正取第  27 名, 09313036 鍾○珊      正取第  28 名,  

  09313026 彭○棠      正取第  29 名, 09313027 林○妃      正取第  30 名,  

  09313038 邱○翰      正取第  31 名, 09313037 劉○傑      正取第  32 名,  

  09313023 蕭○真      正取第  33 名, 09313033 毛○涔      正取第  33 名,  

  09313034 彭○雯      正取第  33 名, 09313007 ○民      正取第  36 名,  

  09313032 陳○璇      正取第  37 名, 09313006  范○       正取第  38 名,  

  09313013 胡○安      正取第  38 名,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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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5】 

中華大學 109 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 

報到/放棄意願書 

   

    本人參加 109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業

經錄取，本人 願意就讀 同意放棄(請勾選) 

貴校            (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特此聲明 

 

 

錄取生簽名：                    

 

正取生報到：請於報到截止日前，將本意願書正本親送或以掛號寄回本校教務處

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收（郵戳為憑，逾期視同放棄），未依規定時

間繳交報到意願書者，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未取得學歷(力)證

書者請檢附「附件 10-錄取報到學歷(力)切結書」。 

備取生報到：備取生經遞補錄取成功，請將本意願書正本親送或以掛號寄至本校

教務處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辦理報到手續(以試招組公告日期為準，

郵戳為憑，逾期視同放棄) ，未依規定時間繳交報到意願書者，視

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本校地址：30012新竹市五福路二段707號  

 教務處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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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6】 

中華大學 109 學年度各類招生入學 

錄取報到委託書 

茲代理委託人                        辦理 

□大學部轉學考二年級        □大學部轉學考三年級 

□大學部轉學考二年級【寒假】□大學部轉學考三年級【寒假】 

■二年制在職專班            □運動績優生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甄試    □博士班考試    □進修學士班 

報到手續，並遵守報到規定。若因此遭致權益受損，委託人願負一
切責任，敬請准予代理報到手續。 

此  致 

中華大學  招生委員會 

 
      委託人： 

      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被委託人： 
 
      被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被委託人地址： 
 
      被委託人電話： 
 

※ 被委託人請攜帶身分證件以便核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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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中華大學 109 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 

  錄取報到學歷(力)切結書 

    本人               參加 中華大學 109 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  

入學招生考試，業經錄取                   (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因無

法於報到時繳交學歷(力)證書正本。本人了解應於 109 學年度開學上課日前

自行補繳至中華大學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校方不另行通知，逾期自願放棄錄

取資格，由備取生依序遞補錄取資格，事後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 

    此  致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