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招生(國防培育班)錄取名單

11111A0117 李○侲 11111A0200 陳○智 11111A0203 胡○誠 

11114A0153 李○燁 11115A0029 蔡○壕 11116A0007 黃○英 

11117A0001 李○廷 11117A0018 徐○凱 11117A0457 王○驊 

11117A0491 陳○ 11117A0498 侯○政 11117A0502 李○霖 

11117A0511 洪○恩 11118A0027 黃○清 11118A0055 蔡○豪 

11118A0064 曾○閎 11118A0115 林○恩 11118A0117 凃○哲 

11118A0126 陳○聖 11118A0138 蕭○宇 11118A0161 楊○勤 

11118A0208 黃○右 11118A0209 陳○群 11118A0229 廖○宸 

11119A0022 謝○陞 11119A0031 姚○ 

計：26名

11115E0088 郭○妤 11115E0098 陳○蓉 11117E0004 許○芸 

11117E0010 蔡○蓁 11117E0019 李○綺 11117E0026 李○倩 

11117E0030 徐○汝 11118E0060 陳○蓁 11118E0135 蔡○樺 

計：9名

11111A0007 陳○林 11111A0082 邱○宇 11111A0121 柳○東 

11111A0137 陳○泓 11111A0149 林○廷 11111A0160 陳○豐 

11111A0202 王○勛 11112A0002 楊○家 11112A0015 陳○宏 

11112A0042 劉○維 11112A0062 謝○恩 11112A0086 黃○曦 

11114A0009 蔡○諭 11114A0015 陳○翔 11114A0111 黃○叡 

11116A0008 李○紘 11117A0008 石○兆 11117A0010 張○承 

11117A0011 黃○豪 11117A0012 石○ 11117A0450 李○穎 

11117A0452 陳○儒 11117A0485 徐○詳 11117A0487 于○達 

11117A0492 任○澤 11117A0493 陳○陞 11117A0500 謝○樺 

11118A0007 蔡○宸 11118A0019 周○揚 11118A0066 邱○明 

11118A0071 劉○承 11118A0093 許○緯 11118A0134 蔡○致 

11118A0136 林○岳 11118A0157 陳○宏 11118A0160 黃○翔 

11118A0234 鄭○尹 11118A0254 謝○凱 

計：38名

11111E0070 劉○怡 11111E0083 張○宜 11111E0126 江○葳 

11111E0147 簡○柔 11112E0041 陳○岑 11112E0047 余○芯 

11112E0057 洪○辰 11112E0078 李○誼 11114E0006 林○妮 

11114E0031 謝○ 11115E0018 楊○靜 11117E0001 陳○霖 

11117E0002 黃○琪 11117E0007 范○均 11117E0009 黃○淯 

11117E0014 鍾○芳 11117E0017 陳○甄 11117E0032 陳○妤 

11117E0036 許○嫣 11117E0039 賈○伃 11117E0044 陳○安 

11117E0048 李○謙 11117E0049 羅○妤 11118E0165 林○佑 

11118E0172 劉○君 

計：25名

11117A0479 陳○瑋 11118A0129 蔡○育 11119A0029 林○盛 

計：3名

11111A0006 高○凱 11111A0043 陳○榤 11112A0020 呂○瑋 

11114A0021 賴○翊 11114A0092 簡○承 11114A0107 吳○芃 

11114A0121 汪○陞 11115A0066 施○鏵 11115A0107 湯○榤 

11115A0126 王○威 11118A0013 王○碩 11118A0014 周○璿 

11118A0024 陳○霆 11118A0034 鄧○宇 11118A0111 陳○中 

11118A0124 湯○竣 11118A0149 何○勳 11118A0151 葉○頎 

11118A0186 洪○○杰 11118A0200 曾○甫 11118A0228 楊○雲 

11118A0243 楊○逸 11118A0278 蔡○恕 

計：23名

11111E0034 黃○媃 11113E0186 莊○潔 11118E0015 巨○心 

11118E0037 江○璇 11118E0053 蔡○棻 11118E0098 劉○菱 

11118E0113 郭○均 11118E0116 詹○諭 11118E0125 張○文 

11118E0132 黃○涵 11118E0134 丁○霖 11118E0141 陳○妤 

11118E0148 朱○恩 11118E0164 陳○孟 11118E0169 何○鈺 

計：15名

【陸軍軍官學校】0A9990B51 不分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陸軍軍官學校】0A9990B51 不分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女)

【陸軍軍官學校】0A999FB51 不分系(飛行生)(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陸軍軍官學校】0A9990A51 不分系(數學A)(軍費生) 正取 (男)

【陸軍軍官學校】0A9990A51 不分系(數學A)(軍費生) 正取 (女)

【海軍軍官學校】0N999051 不分系(軍費生) 正取 (男)

【海軍軍官學校】0N999051 不分系(軍費生) 正取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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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A0053 許○豪 

計：1名

11111E0099 楊○珈 11118E0023 吳○樺 

計：2名

11112A0039 吳○辰 11118A0140 李○樂 11119A0013 曾○宣 

11119A0016 梁○柏 11119A0023 李○霖 

計：5名

11111A0011 羅○瑋 11111A0086 歐○揚 11112A0025 許○棟 

11115A0038 王○茂 

計：4名

11114A0083 李○蓁 11118A0144 劉○易 11118A0199 方○豐 

11119A0001 葉○傑 11119A0002 林○翰 11119A0006 蔣○峻 

11119A0007 蔡○宇 11119A0014 黃○熏 11119A0019 楊○詠 

11119A0026 李○軒 

計：10名

11117E0022 劉○鮮 11118E0027 林○卉 

計：2名

11111A0090 陳○升 11118A0076 張○瑋 11118A0095 黃○豐 

11118A0284 陳○昕 11119A0010 佘○安 11119A0015 張○恩 

11119A0024 王○庭 11119A0025 劉○豪 11119A0032 江○文 

計：9名

11111E0032 陳○宣 11111E0168 張○瑜 11117E0020 吳○ 

11118E0071 蘇○綺 11118E0091 施○廷 

計：5名

11111A0040 陳○翰 11111A0188 林○成 11113A0214 張○誠 

11115A0152 陳○緯 

計：4名

11112E0050 梁○平 11112E0077 何○菁 11114E0040 吳○蓉 

11118E0150 宋○禎 

計：4名

11114A0094 李○霆 11115A0132 李○安 11118A0171 林○賢 

11118A0207 林○紳 

計：4名

11112A0044 施○之 11112A0057 陳○廷 11114A0006 楊○臻 

11114A0018 吳○暉 11114A0019 許○皓 11114A0031 張○文 

11114A0032 陳○紘 11114A0043 梁○志 11114A0046 王○翔 

11114A0047 周○橙 11114A0055 楊○傑 11114A0059 邱○賢 

11114A0100 鍾○華 11114A0101 鄒○伍 11114A0109 卓○翊 

11114A0115 林○臻 11114A0117 林○辰 11114A0124 尹○鈞 

11114A0130 洪○景 11114A0134 林○燁 11114A0138 王○翔 

11114A0141 林○安 11114A0143 徐○智 11114A0155 郭○澤 

11115A0003 林○安 11115A0073 陳○廷 11115A0074 林○穎 

11115A0099 林○煇 11115A0185 陳○丞 11117A0460 何○ 

11118A0127 陳○承 11118A0179 蔡○安 11118A0223 邱○智 

11118A0258 王○富 11118A0273 林○諺 11118A0281 鄭○翔 

計：36名

【空軍軍官學校】0I004FA51 應用外語學系(飛行生)(數學A)(軍費生) 正取 (男)

【空軍軍官學校】0I004FA51 應用外語學系(飛行生)(數學A)(軍費生) 正取 (女)

【空軍軍官學校】0I004FB51 應用外語學系(飛行生)(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空軍軍官學校】0I999FA51 不分系(飛行生)(數學A)(軍費生) 正取 (女)

【空軍軍官學校】0I999FB51 不分系(飛行生)(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空軍軍官學校】0I999FB51 不分系(飛行生)(數學B)(軍費生) 正取 (女)

【空軍軍官學校】0I004PB51 應用外語學系(專才生)(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空軍軍官學校】0I999FA51 不分系(飛行生)(數學A)(軍費生) 正取 (男)

【空軍軍官學校】0I999PB51 不分系(專才生)(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合作計畫】0C999C51 不分組(軍費生) 正取 (男)

【空軍軍官學校】0I999PA51 不分系(專才生)(數學A)(軍費生) 正取 (男)

【空軍軍官學校】0I999PA51 不分系(專才生)(數學A)(軍費生) 正取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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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E0012 劉○芸 11114E0019 廖○芳 11114E0039 吳○秦 

11114E0061 李○瑈 11115E0007 徐○雰 11115E0036 謝○婷 

11115E0099 陳○蓉 11118E0122 徐○茵 11118E0133 陳○諠 

計：9名

11118A0205 賴○安 11118A0265 吳○哲 

計：2名

11118E0033 楊○瑄 

計：1名

11115A0018 李○愷 11115A0098 林○竑 11117A0016 許○菘 

11117A0490 張○○晉 11118A0206 陳○權 11118A0294 伍○霖 

計：6名

11115E0118 許○迎 

計：1名

11115A0182 李○騏 

計：1名

11112E0085 許○涵 

計：1名

11112A0103 陳○安 

計：1名

11112A0007 丁○倫 11112A0012 鄭○煌 11112A0091 法○詠 

11115A0009 吳○洋 

計：4名

11111E0010 許○涵 

計：1名

11117A0013 黃○泰 11118A0248 李○翰 

計：2名

11111A0055 賴○謙 11112A0036 徐○陽 11112A0084 鐘○宇 

11112A0107 劉○銓 11118A0038 徐○安 11118A0170 鄭○中 

11118A0251 伊○閣 11118A0285 吳○宏 

計：8名

11112E0042 王○翊 11112E0058 王○伃 

計：2名

11111A0140 黃○祐 

計：1名

11111A0051 管○棋 

計：1名

11111A0078 張○家 

計：1名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合作計畫】0C999C51 不分組(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090B51 資訊管理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090B51 資訊管理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090A51 資訊管理學系(數學A)(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090A51 資訊管理學系(數學A)(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50B51 法律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60A51 財務管理學系(數學A)(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60B51 財務管理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50B51 法律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70B51 運籌管理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70B51 運籌管理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1251 應用藝術學系(影劇組)(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60B51 財務管理學系(數學B)(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0F0170A51 運籌管理學系(數學A)(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1351 應用藝術學系(美術組)(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2451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軍費生) 正取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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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E0020 張○尹 

計：1名

11118A0033 曾○幃 

計：1名

11112E0072 林○妤 

計：1名

11115E0017 祁○昀 

計：1名

11114A0093 劉○暐 

計：1名

11111E0130 鄭○儀 

計：1名

11111A0193 梁○維 

計：1名

11115E0008 蔡○怡 

計：1名

11113A0012 林○恩 11113A0024 許○棋 11113A0032 黃○宇 

11113A0091 郭○恆 11113A0113 陳○捷 11113A0139 陳○安 

11113A0171 李○峰 11113A0185 簡○傑 11113A0223 陳○安 

11113A0240 陳○廷 

計：10名

11113E0062 黃○珽 11113E0134 黃○庭 

計：2名

11113A0040 段○臣 

計：1名

11113E0196 許○軒 

計：1名

11111A0071 黃○超 

計：1名

11113E0180 莊○妤 

計：1名

11115A0015 許○淵 

計：1名

11113E0009 王○娸 11113E0085 劉○均 11113E0154 王○菱 

計：3名

11111A0128 楊○宇 11113A0058 林○棋 

計：2名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2451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2551 政治學系(行政管理組)(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2551 政治學系(行政管理組)(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4651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心理組)(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4651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心理組)(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4751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社工組)(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3051 新聞學系(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醫學院】0M024051 醫學系(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醫學院】0M025051 牙醫學系(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醫學院】0M025051 牙醫學系(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0P014751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社工組)(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醫學院】0M024051 醫學系(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醫學院】0M027051 護理學系(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醫學院】0M027051 護理學系(軍費生) 正取 (女)

【國防醫學院】0M028051 公共衛生學系(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醫學院】0M026051 藥學系(軍費生) 正取 (男)

【國防醫學院】0M026051 藥學系(軍費生) 正取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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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E0060 蕭○珊 

計：1名

【國防醫學院】0M028051 公共衛生學系(軍費生) 正取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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