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 110 學年度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學士班錄取名冊（第二梯次） 

序號  系所  組別  姓名  國籍  錄取結果 

1 東亞語文學系 日語組 歐懿澄 香港 正取 

2 電機工程學系  蕭梓軒 香港 正取 

3 金融管理學系  朱麗霞 印尼 正取(放棄) 

4 東亞語文學系 日語組 洪偲嘉 印尼 正取 

5 東亞語文學系 韓語組 張美玟 印尼 正取 

6 金融管理學系  歐陽慧婷 印尼 正取 

7 西洋語文學系  吳婉瑞 印尼 正取 

8 化學工程及材料工程學系  黃賢龍 印尼 正取 

9 西洋語文學系  李秀瑩 印尼 正取 

10 建築學系  謝丽丫 印尼 正取 

11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企業管理組 冼權松 印尼 正取 

12 電機工程學系  陳浩麟 香港 正取 

13 應用數學學系  莫凱琪 香港 正取 

14 財經法律學系  尹佩琳 香港 正取 

15 政治法律系  陳楓瑜 香港 正取 

16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李梓豐 澳門 正取 

17 建築學系  王莉閺 印尼 正取(放棄) 

18 資訊管理學系  葉威霆 加拿大 正取 

19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許心心 香港 備取 1-遞補錄取

20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企業管理組 張敏莉 印尼 備取 2(放棄) 

21 資訊管理學系  劉志筠 印尼 備取 3-遞補錄取

22 金融管理學系  許莉鳳 印尼 備取 4-遞補錄取

23 電機工程學系  戴杼廷 香港 備取 5 

24 東亞語文學系  日語組 蕭慧嫦 香港 備取 6 

25 資訊管理學系  - 郭㴓家 印尼 備取 7 

26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 魏浚楷 香港 備取 8 



 

*以上所列錄取學生資格，業經教育部 110 年 8 月 11 日臺教文(二)字第 1100106251 號函

辦理，及僑務委員會 110 年 6 月 23 日僑生就字第 1100069074 號書函審定通過。本錄取榜

單業經 110 年 6 月 8 日-國立高雄大學 109 學年度第 10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並奉第

1100008301 號簽文核定通過。 

 

重要注意事項： 

一、 錄取學生皆須填妥入學意願確認書(國際處網頁公告榜單所附表格)並親筆

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拍照，於 2021 年 8 月 15 日前以 E-mail 回覆入學

意願書，如未依規定時間內辦理者，視同放棄錄取資格。 

E-mail：tifa910910@nuk.edu.tw（國際事務處黃卉庭小姐） 

電話：+886-7-5916669 

二、 本校 110 學年度僑生單招總名額共 40 名。本梯次共正取 18 名、備取 20

名，並依總招生名額陸續遞補備取至額滿為止。(已先來函表示「放棄錄取

資格」者已更新於以上榜單中)。 

三、 正、備取生皆須於錄取通知規定期限前填覆就讀意願，完成正取生報到程

序及備取生遞補意願登錄；如未於規定期限回覆者，正取生視同放棄錄取

資格、備取生視同放棄遞補資格，考生不得異議。正取生報到後如有名額

出缺，本校將依備取名次高低順序，以電子郵件通知已登錄入學意願之備

取生遞補，並寄發錄取通知書。本校遞補作業截止日為2021 年 8月 27日，

逾期若仍有缺額，亦不再進行遞補。 

27 東亞語文學系 韓語組 嚴心怡 香港 備取 9 

28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楊逸朗 香港 備取 10 

29 金融管理學系  鄧再來 印尼 備取 11 

30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企業管理組 葉雅紋 印尼 備取 12 

31 化學工程及材料工程學系  楊沿霖 香港 備取 13 

32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企業管理組 蘇宥榕 印尼 備取 14(放棄) 

33 資訊管理學系  黃英圓 印尼 備取 15(放棄) 

34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企業管理組 劉世駿 印尼 備取 16 

35 資訊管理學系  洪耀財 印尼 備取 17 

36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企業管理組 黃美蓉 印尼 備取 18(放棄) 

37 資訊管理學系  黃衍義 印尼 備取 19(放棄) 

38 金融管理學系  黃美芸 印尼 備取 20(放棄) 

 -以下空白-     



四、 本學年度經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發之僑生及港澳生，本校第二梯次招生

不予錄取。 

五、 本校將以電子郵件傳送錄取通知書（包含審定文號），可憑此錄取通知單申

辦入臺簽證事宜。另，我內政部移民署「外國與外僑、大陸與港澳學生線

上申辦系統」將提供學生線上申辦居留證、異動及延期等作業，請善加利

用。 

六、 已完成報到及遞補之錄取新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規定之各項註冊手續。

未依學則規定申請延期或延期期滿，仍未辦理註冊入學手續者，即令取消

入學資格，註銷其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