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技術學院 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第一階段遞補名單】及注意事項 
 

1.正取生已於 110年 5月 5日(三)報到完畢。其缺額如下表。 

 

系組代碼 系組名稱 缺額 

411001 機械工程系 2 

411002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3 

411003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2 

411004 幼兒保育系 1 

411005 資訊工程系 2 

411007 餐旅管理系 1 

411010 室內設計系 1 

 

2. 備取生遞補報到期限:110/5/6(四)至 110/05/21(五)12:00止 

●欲就讀本校之備取生須於報到期限前，將經考生及家長簽章之錄取生「報到(就讀)意願書」傳真至

本校，並以電話確認收到傳真，傳真電話：(03)4658965 

●不欲就讀本校之備取生，請於報到期限前，填妥「110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

招生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經申請生及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傳真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並

以電話確認已收到傳真。傳真電話：(03)4658965 

●其他注意事項: 

(1)已完成報到手續之錄取生，110 年 5 月 20 日(四)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如獲

分發錄取，欲就讀本校時，須於 110 年 5 月 24 日（一）前，將「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分發錄取生「完成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確認表」並傳真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且以電話確認本校已收到

傳真。傳真電話: (03)4658965 

(2)本校將確實查核，科技校院四技申請入學重複報到與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之錄取資格，一經發

現未依規定辦理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本校得依簡章規定取消錄取資格，其缺額本校將逕行辦理備取

生遞補，申請生不得異議。 

(3)錄取生於本校完成報到手續後，不得參加 110 學年度其他招生管道之報名，辦理聲明放棄錄取資

格後，亦不得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校系錄取報到資格。 

(4)本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以招生簡章為準。 

※聯絡電話: (03)4361070 轉 4148 陳郁潔小姐 

※傳真電話: (03)4658965 

 

申請系組 申請編號 姓名 甄試結果 

機械工程系 4110010005 莊○庭 備取 1 

機械工程系 4110010014 徐○賢 備取 2 

機械工程系 4110010010 孟○懿 備取 3 

機械工程系 4110010021 錢○威 備取 4 

機械工程系 4110010029 曾○岳 備取 5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4110020015 陳○偉 備取 1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4110020014 陳○倫 備取 2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4110020018 劉○中 備取 3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4110020001 陳○儒 備取 4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4110030013 楊○惠 備取 1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4110030017 吳○樂 備取 2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4110030018 林○恩 備取 3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4110030025 洪○維 備取 4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4110030023 林○儀 備取 5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4110030024 吳○樺 備取 6 

幼兒保育系 4110040006 趙○ 備取 1 

幼兒保育系 4110040024 王○樂 備取 2 

幼兒保育系 4110040028 林○華 備取 3 

幼兒保育系 4110040026 張○柔 備取 4 

幼兒保育系 4110040019 林○秦 備取 5 

幼兒保育系 4110040016 湯○蓁 備取 6 

幼兒保育系 4110040017 蘇○筠 備取 7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65 郭○權 備取 1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51 莊○蓉 備取 2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58 簡○宇 備取 3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57 何○揚 備取 4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08 林○偕 備取 5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32 陳○詠 備取 6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20 江○諭 備取 7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01 余○勳 備取 8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29 巫○翰 備取 9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78 黃○琪 備取 10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30 彭○堯 備取 11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09 游○荏 備取 12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66 徐○宏 備取 13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42 曾○宇 備取 14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80 李○蓉 備取 15 

資訊工程系 4110050063 張○鈞 備取 16 

餐旅管理系 4110070013 張○翔 備取 1 

餐旅管理系 4110070018 江○宸 備取 2 

餐旅管理系 4110070022 李○維 備取 3 

餐旅管理系 4110070007 謝○恩 備取 4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05 陳○瑄 備取 1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30 蘇○丞 備取 2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06 汪○燁 備取 3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34 吳○諺 備取 4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26 蘇○ 備取 5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04 許○綺 備取 6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29 江○薇 備取 7 

室內設計系 4110100016 張○雲 備取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