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 成大電機系 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甄試 

時間: 108年 4月 20日(六) 12:30 起 

地點: 成功大學自強校區電機系館 1F中庭 

報到台 1 

3270002-3270076 

報到台 2 

3270080-3270148 

報到台 3 

3270152-3270239 

報告台 4 

3270240-3270344 

陳泓佑 陳麒聿 顏訓哲 郭晉維 

欉家新 張弘沛 周彥佑 黃則維 

張承宗 林哲緯 吳昀翰 黃瑋辰 

林辰恩 陳昱維 潘凱恩 林泳陞 

胡紘瑋 林渝翔 洪藝庭 謝翔宇 

吳弘賢 陳立章 吳公佑 李承昱 

鄒和庭 陳冠瑜 李仁偉 鄭宇呈 

胡家愷 周聖桓 周煜翔 黃俊穎 

許佑誠 薛乃仁 廖泓博 施彥宇 

張嘉恩 游淯聖 洪怡瑋 胡恬馨 

陳品戎 黃冠維 李明哲 梁祐聆 

何耕頡 吳彧嘉 郭景泰 張嘉祐 

杜方辰 黃唯秩 張瓊方 王暐鈞 

尤浩維 陳亮同 郭娗㶦 楊凱崴 

黃奕翔 林佑庭 葉仁愛 高智全 

郭冠緯 王語卉 陳立芸 高翊禎 

陳愷鴻 梁恩綺 陳婷婕 楊丞勛 

李品毅 陳祉佑 黃柏叡 何振綱 

王品傑 高惟喬 李玟叡 莊翔鈞 

黃嵩 汪品均 蕭詠駿 郭旻鑫 

陳映中 劉懿陞 賴柏叡 何旭恒 



曾靖媛 洪昊暘 黃子洵 林湛悅 

顏浩昀 陳泰嘉 張庭瑜 謝章宏 

王羿棠 江品澔 曾玟瑾 洪晨祐 

詹晏皇 陳暐璨 陳力熊 陳朋辰 

林顗頡 施又琪 胡育嘉 冉繼元 

蔡濬鍇 唐建泰 陳冠豪 楊智凱 

熊昱琦 劉至聞 姚梃睿 陳彥綸 

陳子嘉 邵子維 葉楹樺 江宇 

何律明 黃泓叡 陳羿穎 林書緯 

魯洵 吳宗翰 高愷傑 余驊宸 

謝方智 戴偉翔 陳躍文 林岱融 

樊樺 戴光豪 陳偉銓 許峻維 

曾柏瑋 謝宇冠 吳育澤 李悅慈 

賴昭瑜 李宗澤 李嘉訊 黃昱翔 

陳秉劼 林庭緯 許翔宇 洪志豪 

鄒兆珅 蔡牧軒 戴均名 温雁成 

游承翰 丁羿涵 蘇東誠 許峻祐 

陳博威 曾昱瑋 洪偉豪 洪儀恬 

陳沛妤 卓政緯 方君佑 張中睿 

   李彥駒 

《注意事項》 

※ 考生請攜帶甄試通知單、身分證件於「系所介紹」開始前，依甄試編號至電機系館

1F 中庭各報到台簽到，並參加流程 1、2、3 後可自行離場，本系採簽到方式、不需

簽退，未參加者將不予錄取。 

※ 電機系館周邊停車位有限，校內停滿後請改停至校外付費停車格。 

 電機系聯絡窗口：吳先生 (06) 275-7575 轉 62313 

 

 

 



108 學年度 成大電機系 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甄試 

時間: 108年 4月 21日(日) 12:30 起 

地點: 成功大學自強校區電機系館 1F中庭 

報到台 1 

3270001-3270104 

報到台 2 

3270105-3270187 

報到台 3 

3270188-3270268 

報告台 4 

3270269-3270346 

符顥瀚 吳璇 陳羽歆 蔡薰德 

鄭柏泓 許芳瑜 何彥霆 蔡宇捷 

陳柏安 楊景翔 黃楷鈞 陳震宇 

林柏宇 郭佩穎 陳彥潔 許志誠 

郭育宏 賴郁欣 蘇靖旻 王詠禾 

黃崧峰 劉宥妤 黃楨硯 曾宇暘 

孔尚翊 曾碩林 洪華鄉 蘇志翔 

許庭崴 黃文辰 劉致頤 李佳璋 

張紀睿 陳奕瑄 王軒 周秉毅 

林育靜 陳慶霖 朱以誠 郭丞翰 

葛芳妤 曾瑋伶 江嘉瑋 鄭顯祐 

張詠晴 盧映儒 吳啟賢 陳柏翰 

楊艾琳 洪穎安 何俊毅 柳承濠 

蔡欣龍 陳俊安 魏廷恩 許晉瑋 

陳威志 林德欣 何書惟 張耕維 

張博勛 徐振維 廖珞珽 許博盛 

楊玉丞 洪漢哲 周承霖 杜泓毅 

黃昱璇 陳建舟 謝旻言 陳易欣 

蘇煒閎 莊曜瑋 劉宇揚 廖敏妤 

郭思言 吳霈承 陳致皓 陳柏澖 

管振群 徐子灝 張竣淯 邱柏睿 



張以廉 林煜淇 廖麒貴 黃鈺元 

郭育嘉 林子鈞 林育瑋 黃子強 

劉至軒 張宸瑋 鍾岑君 曾奕紳 

蘇鈺翔 趙耕醇 吳展旭 梁凱傑 

呂修麟 曾宇辰 吳承翰 林辰勳 

傅翊樸 劉昱楷 王騰雁 盧彥勳 

張永傳 游承緯 陳信宇 陳靖倫 

陳芯愛 陸宥辰 謝秉堉 梁晏慈 

廖勁智 賴冠宇 許丞翔 吳映璿 

戴賢齊 張晰鈞 黃友奕 陳欣亞 

張華泰 簡謙益 蘇品誠 莊涵盛 

羅晴 黃振恩 顏吉慶 李昀澤 

盧可程 賴炳紳 陳嘉彤 楊知宸 

楊凱棋 毛靖懿 鄭晉偉 王傑昇 

陳羿翔 張珉華 林禹陞 陳建佑 

許恩瑋 林欣 彭冠中 吳彥霆 

黃秉聖 陳靖昀 林子清 陳偉漢 

王辰祐 楊映渝 方炘源 張文彥 

許子麗 黃正渝 張祐綸 陳昱霖 

紀映辰 林穎彤 黃譯萱 王亭穎 

潘孟諠 田昊坪 張翊軒 蕭祐騰 

  劉家亨 李政勳 

《注意事項》 

※ 考生請攜帶甄試通知單、身分證件於「系所介紹」開始前，依甄試編號至電機系館

1F 中庭各報到台簽到，並參加流程 1、2、3 後可自行離場，本系採簽到方式、不需

簽退，未參加者將不予錄取。 

※ 電機系館周邊停車位有限，校內停滿後請改停至校外付費停車格。 

 電機系聯絡窗口：吳先生 (06) 275-7575 轉 62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