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公告。
注意事項
一、錄取生無論正取或備取 1 個或 1 個以上校系科(組)、學程，須於
106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 10:00 至 106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
17:00 止，至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之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
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網址：http://enter42.jctv.ntut.edu.tw）。
凡未依規定期間方式登記就讀志願序者，一律不予分發，視同放
棄錄取資格。
二、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依考生登記就讀志願序進行統一分發，
考生經分發錄取後，始取得該校系科組學程之錄取入學資格;原
住民考生(或離島考生)如同獲同一校系科(組)之一般考生名額及
原住民生名額(離島考生)分發機會時，以一般考生名額優先分
發。
三、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訂於 106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10:00
公告於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網站（網址：
http://enter42.jctv.ntut.edu.tw）。分發結果通知由錄取學校寄發，
屆時請分發錄取生依通知說明完成報到手續。
四、對甄選結果有疑義者，請填妥簡章附錄十「甄選錄取結果複查申
請表」
，於簡章規定時間傳真至本校辦理複查，並以電話確認已
收到傳真，逾期不予受理。
※榜單順序依錄取身分分類，備取生依備取名次排序。
723001 土木工程學系(土木與建築群)
723002 食品科學系(食品群)
723003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農業群)
723004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農業群)
723005 園藝學系(農業群)
723001--土木工程學系(土木與建築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31 名
52060294 詹芬雅，52060254 陳宣伶，52060175 詹芬淇
73060065 曾智揚，52060047 卓書緯，52060157 曾禹惟
52060111 王紹恩，52060003 翁葉昇，61060019 楊思儀
52060079 葉子喬，73060018 劉佳容，73060022 林逸芃
52060278 趙文愨，52060355 張藝樺，54060006 黃詩文
65060021 廖亭安，52060141 丁柏豪，64060071 黃義傑

73060032 黃庄含，52060334 蘇彥儒，63060030 江品增
64060077 謝宗育，52060170 林佳輝，68060026 方律崴
52060019 王秉堅，73060008 曾郁倫，52060228 徐子崴
52060226 蘇毓盛，52060030 陳翰，52060210 陳台淵
52060056 林君維
一般生備取 合計 50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64060081 陳怡親[備 2]62060080 張宇廷[備 3]70060237 張嘉斌
[備 4]68060088 王嘉富[備 5]52060174 鄭家閔[備 6]52060023 邱啓明
[備 7]62060051 蔡茗丞[備 8]52060314 陳柏宏[備 9]61060040 劉昊聿
[備 10]66060041 孫嘒蓴[備 11]52060240 周冠廷
[備 12]74060051 武哲良[備 13]52060012 李書丞
[備 14]52060043 王天鴻[備 15]70060033 王璽傑
[備 16]52060341 陳柏榮[備 17]52060119 傅昱達
[備 18]62060041 吳婉瑀[備 19]52060095 黃柏瑋
[備 20]62060085 黃筠涵[備 21]61060024 周義淳
[備 22]70060057 洪名 [備 23]52060083 莊承叡
[備 24]52060016 郭益廷[備 25]70060110 王俊龍
[備 26]52060147 賴冠安[備 27]64060187 施有駿
[備 28]61060237 陳漢埕[備 29]62060021 蘇庭煊
[備 30]72060010 羅舒淵[備 31]52060028 劉家亨
[備 32]63060115 李子奇[備 33]52060331 陳晉霆
[備 34]54060013 江易軒[備 35]52060067 何權恩
[備 36]52060354 周哲陞[備 37]61060121 楊洸榮
[備 38]64060059 王昱翔[備 39]61060142 李奕憲
[備 40]73060044 游祖權[備 41]52060142 葛容豪
[備 42]61060271 藺汝華[備 43]52060296 黃彥文
[備 44]68060100 黃炯樺[備 45]70060022 林育田
[備 46]52060102 張晉毅[備 47]62060093 周立揚
[備 48]52060163 林韋志[備 49]52060318 陳永倫
[備 50]61060055 葉權進
723002--食品科學系(食品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6 名
52110081 龍宜欣，60110051 游星樺，58110007 黃莞瑤
52110049 朱怡蒨，52110012 黃暐涵，52110026 簡毓展

一般生備取 合計 5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2110018 劉沛均[備 2]52110071 林靖倢[備 3]52110069 張祐豪
[備 4]52110077 黃宥昕[備 5]52110029 郭張偉
723003--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農業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4 名
60140116 蕭文筑，56140081 徐弘哲，55140057 黃湘琳
56140007 羅恩悅
一般生備取 合計 9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5140049 楊恩怡[備 2]64140004 洪渝涵[備 3]52140026 陳俐妤
[備 4]64140067 尤昕卉[備 5]52140028 李秉淞[備 6]52140027 張家洋
[備 7]52140146 廖唯丞[備 8]70140103 林凡鳳[備 9]54140002 林怡秀
723004--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農業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5 名
52140041 謝懿岑，52140077 詹惠晴，61140067 吳立莉
60140108 徐瑋隆 61140106 林祐光
一般生備取 合計 2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7140001 王宏寧[備 2]54140002 林怡秀
723005--園藝學系(農業群)
一般生正取 合計 5 名
65140010 陳詩宜，55140070 李竹芸，61140269 陳佑全
61140046 黃勝宏 64140034 林以蓁
一般生備取 合計 6 名 括號內數字為備取名次
[備 1]55140004 黃于芯[備 2]65140086 蘇芳瑩[備 3]65140094 顏伯銓
[備 4]52140087 曹非羽[備 5]54140002 林怡秀[備 6]56140111 楊宜嘉
離島生正取 合計 1 名
77140014 邱振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