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進 修 部 1 1 0 學 年 度 

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錄取名單  

二技進修部(依姓氏筆劃排序) 

姓名 科系別 結果 

王○文 企業管理系 正取 

王○傑 企業管理系 正取 

王○瑩 企業管理系 正取 

石○筑 企業管理系 正取 

伍○穎 企業管理系 正取 

吳○彥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林○萱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林○辰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林○豪 企業管理系 正取 

孫○綺 企業管理系 正取 

孫○淵 企業管理系 正取 

張○筑 企業管理系 正取 

張○祖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梁○方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許○晟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郭○鳳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郭○泠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陳○伶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陳○任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陳○坊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曾○輔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黃○俊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黃○文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黃○皓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黃○潁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葉○源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董○帆 企業管理系 正取 

劉○祥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潘○岑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潘○瑋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蔡○豐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蔡○儒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蔡○霖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蔡○豪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蔣○玲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鄭○哲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謝○如 企業管理系 正取 

鍾○偉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蘇○群 企業管理系 正取 

蘇○瑋 企業管理系 正取 

朱○潁 企業管理系 備取 

陳○哲 企業管理系 備取 

翁○盛 企業管理系 備取 

劉○愷 企業管理系 備取 

 

 

 

 

 

遠東科技大學進修部招生委員會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3 0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進 修 部 1 1 0 學 年 度 

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錄取名單  

二專進修部(依姓氏筆劃排序) 

姓名 科系別 結果 

王○詠 企業管理科 正取 

王○評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李○龍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李○誌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林○凱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林○勉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邱○源 企業管理科 正取 

凃○耀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施○銘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施○源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洪○源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洪○幃 企業管理科 正取 

胡○玉 企業管理科 正取 

翁○生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馬○祥 企業管理科 正取 

張○榆 企業管理科 正取 

許○翔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連○勒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郭○志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陳○欣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陳○稟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陳○祺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陳○晟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陳○建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馮志榮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楊○德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楊○凱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楊○昇 企業管理科 正取 

葉○呈 企業管理科 正取 

潘○宇 企業管理科 正取 

蕭○君 企業管理科 正取 

賴○楷 企業管理科 正取 

鍾○諭 企業管理科 正取 

羅○琝 企業管理科 正取 

蘇○豪 企業管理科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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