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公      告
(111)中華招委字第013號

主 旨：公告111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入學分發登記學系錄取生名單

說 明：

           1.依111年5月9日（一）前網路分發登記報到結果公告如下，請各錄取生

              於5月19日(四)前送回附件05 分發錄取生報到意願書完成書面報到手續。

           2.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預計於111年7月上旬於教務處網頁公告新生相關註冊須知。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應考證號 姓名 運動項目 分發學系組 分發組別 錄取序

11131416 林○君 其他-3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應用組 1

11130107 曾○裕 籃球-6 機械工程學系 智慧自動化組 1

11131405 林○陞 其他-1 機械工程學系 航空技術組 1

11131401 苟○傑 其他-7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1

11130206 翁○祐 田徑-2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2

11130207 黃○翰 田徑-7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3

11131403 許○豪 其他-2 工業管理學系 1

11131410 黃○凱 其他-4 工業管理學系 2

11130704 黃○勝 桌球-3 工業管理學系 3

11130105 施○祥 籃球-3 工業管理學系 4

11130201 董○哲 田徑-8 工業管理學系 5

11130707 賴○婕 桌球-1 資訊管理學系 1

11130106 譚○琇 籃球-1 資訊管理學系 2

11130501 吳○華 棒球-1 資訊管理學系 3

11130102 曾○軒 籃球-4 資訊管理學系 4

11130705 何○璋 桌球-6 資訊管理學系 5

11131406 李○昱 其他-10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組 1

11131412 李○霖 其他-14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組 2

11131407 林○斌 其他-12 企業管理學系 智慧運輸與物流組 1

11130103 謝○祐 籃球-2 企業管理學系 智慧運輸與物流組 2

11131402 蔡○辰 其他-6 財務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管理組 1

11130701 王○竣 桌球-2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1

11130602 徐○理 跆拳道-2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2

11131408 陳○儒 其他-4 景觀建築學系 景觀設計組 1

11131414 潘○芷 其他-8 景觀建築學系 景觀設計組 2

11130208 陽○新 田徑-4 景觀建築學系 景觀設計組 3

11131409 童○皓 其他-13 景觀建築學系 產品設計組 1

11130104 許○榤 籃球-7 景觀建築學系 產品設計組 2

11130204 王○祐 田徑-1 土木工程學系 1

11130202 蔡○薰 田徑-5 土木工程學系 2

11131417 其他-14 土木工程學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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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606 楊○聆 跆拳道-1 行政管理學系 1

11131413 黃○瑄 其他-8 行政管理學系 2

11130605 古○鋅 跆拳道-4 行政管理學系 3

11130603 張○濬 跆拳道-5 行政管理學系 4

11131404 吳○威 其他-16 行政管理學系 5

11130801 許○晴 排球-1 應用日語學系 1

11130901 梁○明 游泳-1 應用日語學系 2

11130203 林○函 田徑-3 餐旅管理學系 1

11130601 劉○樟 跆拳道-3 餐旅管理學系 2

11130904 彭○凱 游泳-3 餐旅管理學系 3

11130205 楊○琳 田徑-6 餐旅管理學系 4

11131411 陽○君 其他-15 餐旅管理學系 5

11130604 張○漢 跆拳道-6 餐旅管理學系 6

11131201 張○寧 競技啦啦隊-1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會展與活動管理組 1

11131202 趙○辰 競技啦啦隊-2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1

11131203 陳○恩 競技啦啦隊-3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2

11131204 賴○鈞 競技啦啦隊-4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3

11131205 徐○彥 競技啦啦隊-5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4

11130703 陳○婷 桌球-4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5

11130902 藍○騏 游泳-2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6

11130101 陳○恆 籃球-5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旅遊與休閒管理組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