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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23020173 翁銘陽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81020042 張承翰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103 朱冠龍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055 朱恩德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059 江翊豪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043 李韋毅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011 張家豪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083 曾御鈞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063 黃柏琳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067 鄭豐晟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31020100 曹育德 一般生
023001 機械工程系 動力機械群 41020311 莊凱帝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5510071 洪鵬智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5510023 楊宗穎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5510019 龔承澤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098 羅竣仁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167 蘇再傳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139 賴宇斌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103 沈庭寬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060 江尚霖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064 許家銘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120 李哲宇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030040 黃冠翔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81510002 林宇宸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81030029 許博鈞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81030025 林浩倫 原住民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4030063 林政佑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4510016 鄒訟榆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7030129 楊雨銘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48030111 李宗祐 一般生
023002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94510015 唐家祥 金門縣
02300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3030019 張紫文 一般生
02300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5030118 簡瑄哲 一般生
02300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81510015 郭學霖 一般生
02300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7030118 李士宏 一般生
02300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7030080 古謹豪 一般生
02300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94510011 周志維 金門縣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660 范鎮昕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653 黃欽霖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311 黃聖鑌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24 黃悟修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44 蔡昇晃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371 江宗原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327 呂致穎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544 黃以勒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269 温偉傑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02 姚國賢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379 葉　陽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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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188 張睿庭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036 陳家堂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3040307 王冠棋 一般生
023004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3040227 洪晟薰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1141 魏守辰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328 陳韋安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644 顏宗慶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604 張展維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700 王昱翔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407 吳亭毅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731 李承恩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633 葉凱翔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070 張呈維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733 吳奕締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6510246 施欣宏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4040390 林子安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1040144 林宸緯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1510049 陳冠霖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1040174 游清富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1040018 吳育承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1040010 李紹恩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1040006 林燁煒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1040066 林鑫平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558 邱俊豪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746 呂政諺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178 呂松諭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488 陳冠宇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540 邱謙峻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26 黃晟嘉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78 傅悅慈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507 徐子峯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382 鄧福慶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338 蕭儒珣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342 鍾尚其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625 廖柏維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822 江彥傑 原住民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834 陳宗南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127 李家豪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131 李崇豪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432 吳俊勳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440 邱繼賢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468 林君豪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588 黃佳輝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919 高麒竣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947 宋進奎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935 杜彥祺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4510112 唐豪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306 林威丞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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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397 劉芝瑜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329 黃麒儒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285 陳郭祐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234 范仁明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055 劉德威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150 徐品嚴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367 林震宇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176 賴思宇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072 劉又賓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64 張晉愷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1041000 劉秉鑫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1510480 殷國恆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4040139 陳勇均 一般生
023005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94040005 侯兆祥 一般生
023006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化工群 23050036 段宏翰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24090365 何俊緯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24090341 鄭姝涵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25090792 劉子源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856 謝承廷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908 趙嘉祥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81090633 吳蕙伶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552 林佳璇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448 曾慶祥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676 許湘琳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064 許騫文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316 黃靖晏 一般生
023007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344 李檸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1060010 許佳雯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3060325 莊宗翰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1060053 林柄諭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1060081 簡啟洋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1060012 詹宛庭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1060004 彭鈺哲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1060059 楊世耀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48060085 陳姝妤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45060051 王仁軍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45060082 張威昌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51060014 劉嫻憶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71060199 蔡建凱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71060149 王捷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4060062 利希亞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4060030 簡啓堯 一般生
023008 土木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84060041 李昀泰 原住民
023009 土木工程系 設計群 23071100 吳曜均 一般生
023009 土木工程系 設計群 25070122 周世庭 一般生
023009 土木工程系 設計群 24070344 蔣雨彤 一般生
023009 土木工程系 設計群 31070027 邱資凱 一般生
023009 土木工程系 設計群 32070156 管軍彥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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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09 土木工程系 設計群 35070055 陳皓宇 一般生
023009 土木工程系 設計群 48070088 蔡政展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3094798 陳瑋屏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4090763 陳穎淞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4091003 李雨涵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6091361 侯姵如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6091267 陳伊靜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5091943 呂欣怡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5092111 楊凱淇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5090180 戴嘉秀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5090284 呂星瑩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5090438 丁沛湘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1090639 蕭立平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1090648 郭俊良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81090343 楊雅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81090726 曾奐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978 龔婕妤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361 趙庭輝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893 張君儀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889 陳意臻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158 吳伃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118 李威俊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178 莊怡玲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310 陳婕寧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5090607 黃威庭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5090883 呂曜安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2199 劉思敏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959 吳辰燕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927 黃美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043 魏佳楣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179 鄭婉如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299 黃玫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1091007 楊文寧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1090040 陳滋潔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1090284 簡珮芬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1090580 張菀珊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1090756 李詩婕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1090896 黃彥智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490 莫凱慈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526 陳怡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1090902 丁睦佳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288 魏苹珈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600 邱怡芳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0820 許猗絨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544 繆佳純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2091944 賴郁玟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4090732 張可薇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4090926 劉昱欣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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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4090390 彭婷芳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5090379 徐憶雯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5090541 鍾雅琴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7090204 陳信宜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7090416 王奕方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7090400 傅佩雲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7090384 彭詩珉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37090408 羅郁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43090495 陳怡婷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47090984 蔡佩君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84090367 林巧于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84090344 吳玟芳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84090158 郭佳旻 一般生
023010 國際企業經營系 商管群 21091100 鄭曹寓茹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23130504 李姿儀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21520030 陳彥廷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21520028 蘇珍卉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81520023 吳兒蔓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130065 王明心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130272 林君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130494 黃靖雯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130478 李佳琪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130482 張庭萱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130454 曾喬云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520063 潘安如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48130187 曾韻潔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54130397 葉巧蓉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94130004 林子妤 一般生
023011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25130037 鄭絲薇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23150602 陳宣萱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25150134 洪千穎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23150648 張簡莉晏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098 賴俞蓁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31150030 劉家恩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409 湯雅雯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00 莊柏聖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72 彭日宏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43150068 陳致吟 一般生
023012 企業管理系 外語群英語類 47150199 周孟瑾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3150598 黃靖茲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4150076 廖以慈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6150141 張惠婷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6150137 陳奕樺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4150040 簡嘉怡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3150615 余威誠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3151063 郭紫翎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3150088 顏厥立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3150176 陳佳瑜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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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21150029 賴勝一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009 吳思樺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58 吳翰霖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401 吳碧琳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453 鄒心儀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90 吳宗霖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1150041 蔡庭豪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34 許宥庭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1150090 黃浩瑋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76 羅文成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032 王芷寧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024 李靜涵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20 陳誼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156 劉雨婷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076 張筱翎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052 賴翊瑄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256 楊容佃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332 彭潔寧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2150053 江文軒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4150220 楊玉崙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37150092 劉怡琴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61150081 蘇閔伊 一般生
023013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類 94150004 吳瑀倫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24160001 魏采慧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25160023 許峻瑋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23160854 蔣孟凌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21160058 陳珮琳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32160063 李恩吟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32160078 謝語珊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32160127 曾寶慧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34160098 蔡逸羽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77160026 張詠晴 一般生
023014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日語類 23160009 李佳葦 一般生
02301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餐旅群 25170832 呂燕潔 一般生
02301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餐旅群 31170007 廖雅芸 一般生
02301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112 呂婕萍 一般生
02301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368 周瑜 一般生
023015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餐旅群 35170115 余柔昕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629 曹哲瑞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062 何玠昱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018 陳俊浤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4040408 梁祐傑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1040126 林嘉威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702 張峻瑋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34 莊闓豪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32 廖宜信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372 李宇祐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842 廖宇謙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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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71 林宗毅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423 邱雅玲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510033 田浩宇 原住民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891 謝沛辰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630 吳承郁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710 楊立唯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516 莊皓鈞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528 陳柏宇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848 張偉傑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692 李怡嘉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296 何佳軒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18 陳聖諺 一般生
023016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52 黃文宣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23010161 李軍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25010023 王品心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25010111 邱繼威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25010437 蒲宜家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32010230 許哲瑋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32010298 楊幀竣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32010320 林晨宇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31010523 劉峻榮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37010099 林萬鈞 一般生
02301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機械群 37010191 盧冠廷 原住民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721 廖昱至 一般生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1510057 楊國鈺 一般生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81040096 邱立邦 一般生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035 連俞瑄 一般生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031 嵇正倫 一般生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15 陳學儒 一般生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47 喬云 一般生
023018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022 石世斌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24090624 羅士庭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0884 魏秀珍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0920 劉仲蕙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1396 任柏維 原住民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1600 江廷偉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1684 黃惠瑜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2016 廖俊武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2084 林智輝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2092220 徐瑞謚 一般生
023019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商管群 37090483 羅卿紋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32080171 李誌偉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57 莊家翔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31 吳展慶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11 劉彥廷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247 單鵬燦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60 黃敬智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195 潘雅琦 一般生



科系組

學程代碼
報名系組學程名稱 報名群(類)別 統測

准考證號碼
姓名

錄取

身分別

100學年度四技甄選入學就讀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公告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54080024 游子慶 一般生
023020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工程與管理類 54080023 黃志暐 一般生
023021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餐旅群 32171380 余成駿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3093154 陸臻霆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3094334 葉薇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3090135 張書綺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3092498 李妍欣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3092662 許智超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3091628 鄭詠馨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5090059 卓瑩錚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6091417 蕭又寧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5091570 王廷宇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5091311 張媛婷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5090100 陳凱萍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5090152 黃詩婷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21090668 吳得維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1090906 陳佳靖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1090949 李芷萱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1090062 郭昱廷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1090642 呂宇玲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1090682 游林軒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1090842 李瓊耘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0049 陳婷婷 原住民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0302 石暄綾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0214 朱佳瑩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1875 楊佩琪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1927 鄒瑜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887 陳依婷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751 黃品瑜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731 賴易諠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1011 林芸芳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800 李佳鈺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788 周桂筠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984 吳羽涵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884 姜琬瑤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1450 馬雅薇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1090007 吳宗儒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0492 鍾國瑞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0488 朱韋成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0520 許鈞媛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2090601 曾紀柱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7090313 謝珮怡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7090735 鄭伊涵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7090763 蔡憶婷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7090412 張庭嘉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37090396 劉書婉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41095161 呂淑婷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71090325 李家豪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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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4090132 李易宣 一般生
023022 財務金融系 商管群 84090240 江宗祐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510645 李靖元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611 陳佩宇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593 童世傑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573 林詣捷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717 陳昶亨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6040164 陳玉惠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482 劉育翠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90 莊文政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38 王永煌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70 江鈺榮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22 徐紹棋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30 謝伯松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12 潘瑋 原住民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11 林家靖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399 李佐剛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147 張佳惠 一般生
023023 應用空間資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032 謝祥睿 一般生
02302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186 吳柏霖 一般生
02302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86 高維德 一般生
02302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34 陳尚玄 一般生
02302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146 黃景祥 一般生
02302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16 李宜澤 一般生
02302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235 殷秉軒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25092143 蔡穎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21090608 賴韋任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81090227 許庭瑜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81091070 陳廷瑋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2090219 范涵茵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2092099 余嘉琪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2091979 劉秋琳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1090386 陳詩涵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1090682 李昕屏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1091067 朱思穎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1091091 邱季潔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1091031 葉育芳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1090880 彭雅娟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1090982 林羽庭 一般生
023025 應用外語系 商管群 37090662 戴銀鳳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26010052 呂宜君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26010424 蘇怡方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25010526 張峻豪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25010028 謝佳樺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25010173 張淳凱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32010002 李聆豪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31010212 李宥毅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37010141 劉信良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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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37010208 駱紀如 一般生
023026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機械群 54010038 賴紹軒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522 呂學宇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482 李靖元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602 羅曉琳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462 蔡俊宏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232 徐代旻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576 鄭廷佑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158 黃鴻評 一般生
023027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179 陳嘉黛 一般生
023028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商管群 32091223 葉倩如 一般生
023028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商管群 31091087 吳慧如 一般生
023028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商管群 32091596 林子婷 一般生
023028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商管群 35090140 謝宜汝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3010662 呂孟哲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3010487 羅晨瑋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065 陳軍豪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091 郭小豪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706 黃詮堯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327 陳威錡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369 廖振甫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421 呂彥杓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1010014 何守正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174 沈家佑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653 鄭家璽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677 蘇建平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649 何智堯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4010007 蔡明峰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1010247 林承諺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1010207 林峻毅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1010179 趙偉博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21010251 簡禾全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137 李俊逸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093 林樊葦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053 賴宜慶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126 官家敬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068 何懷碩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088 黃俊凱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048 黃偉綸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1010079 羅偉倫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314 袁瑋伶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362 陳力豪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354 陳建鳴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122 巫丞曜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226 王傑生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286 許武翔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342 詹皇暄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238 賴正雄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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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276 王智麟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280 朱正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356 翁翊隆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364 彭舜逸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316 曾國凱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439 王維麟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383 林振裕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096 李元中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064 陳揚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308 陳宗文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530 徐宗維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570 黃傑立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5010095 李宗鴻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5010098 莊文誠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37010242 詹宗翰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41010247 賴建宏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7010010 蔡佩璇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4010072 李騏光 一般生
023029 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 84010077 馬恩福 原住民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3090143 林家妤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3094778 蔡曉婷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4091085 鄭晴儀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3092174 呂學昌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3090212 蔣馨儀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233 李聿苹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4090425 王姿懿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6090514 黃昕宜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6090508 陳欣怡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5090724 范秉生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4090376 彭韻庭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5091407 吳瑜君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5091491 黃湘茹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5091683 楊鳳儒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5092067 簡妤靜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5090268 黃文君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652 陳冠宏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872 匡家漢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1090379 蕭培瑩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1090954 林宛瑩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1090862 莊智偉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1090942 葛凱駿 原住民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1091090 謝沅珈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1090693 陳奕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857 潘安妮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25090651 高詠湘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2203 蘇文翊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983 余淑鈴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039 李正平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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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999 張庭瑜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055 游涵宜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815 曾儀萱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060 黃博薇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516 王聖文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504 魏君如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550 李薇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388 楊子嫻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980 黃思潔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4090188 曾鈺雯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4090117 徐曼芸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623 楊芷芸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559 吳盈萱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543 宋碧庭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903 董芳妏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132 詹曼妮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260 劉貞麟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440 李盈臻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372 李佳修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41092659 張瑞玲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41090224 張月鳳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4090180 李佳蓉 一般生
023030 企業管理系 商管群 84090114 謝依瑋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3170224 呂庭宇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3170296 黃羽薇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3170692 王璽茲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3171990 陳芷萱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5171475 陳韋均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5170048 黃咪茜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5170136 鄭雅群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5170140 王芳柔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21170454 曾士愷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582 吳羽庭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2170047 曾靜君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2170219 許嘉宜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220 陳俊廷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364 范佩華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672 郭麗娟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4170487 張馨云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4170659 曾馨儀 一般生
023031 餐旅管理系 餐旅群 35170072 陳芩銘 一般生
023032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520012 彭偉君 一般生
023032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32520032 鍾家宜 一般生
023033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餐旅群 25170924 李怡萱 一般生
023033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242 蔡承恩 一般生
023033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餐旅群 31170111 林浚鋐 一般生
023033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餐旅群 32171280 江仲貴 一般生
023033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餐旅群 35170251 林暐哲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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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1090794 郭奕青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6091831 周亞妍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6091755 徐建瑋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5091955 蕭雅文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5090060 楊雅晴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5090148 潘玟霖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5090534 吳俐君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676 謝佳妘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728 林緯軍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660 陳昱安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724 沈哲彣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800 賴韋任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868 陳奕綺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812 邵建平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972 張荃堯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944 莊承旻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0992 魏于愖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1037 邵怡青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1091141 陳芷翎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81090960 林志傑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0306 廖經泓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5090459 林于珊 原住民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25090807 楊鈞棋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1867 張捷保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1899 蕭志霖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1775 唐靖雯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2211 王彥哲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2191 鄧宇純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1090915 李郁綺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1090781 呂昭和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2192 許智傑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7090216 陳美儒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7090548 葉忠仁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51091217 潘筱萱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84090165 林雁雯 一般生
023034 資訊管理系 資管類 32090289 蕭任淵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23080335 許竣翔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25080122 陳聖文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2080178 林奕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170 柯怡汎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231 簡志軒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275 陳光浩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219 鄭人豪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092 張家忠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196 程靖惟 一般生
023035 資訊管理系 工程與管理類 31080244 劉衿志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23093530 陳韋汝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23092515 周政潔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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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26091282 施建楠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23094665 郭祈生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620 莊家維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21091000 余紹宏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81091078 李政修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25090539 吳俊幃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968 邱伶燁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31091000 簡良宇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32092571 梁朝富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32092459 徐維焱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232 許琬琳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292 賴于惠 一般生
023036 資訊管理系 商管群 41094695 劉舒萍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015 江明軒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071 金宣豐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25010697 蔡嘉華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078 沈國豪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004 詹沅融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32010336 楊凱然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108 劉培正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559 鄭志偉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31010404 陳治翔 一般生
023037 電機工程系 機械群 34010241 凃書豪 一般生
023038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機械群 26010301 廖仲明 一般生
023038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機械群 26010389 歐陽逸 一般生
023038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機械群 32010234 彭浩庭 一般生
023038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機械群 31010403 楊培承 一般生
023038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機械群 31010555 李政翰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3030142 周奕宏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3030713 駱建語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1510083 盧俊宏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25510016 陳致瑋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2510287 古家典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2510247 馮天昱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7030070 洪國銘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37030074 彭俊傑 一般生
023039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54510118 許哲魁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64 陳將峻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439 郭健緯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120 黃柏凱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360 彭健鈞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280 林冠廷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189 楊道安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08 施惟中 一般生
023040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51510153 陳建峰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163 呂天男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211 陳建安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601 蔡廷佑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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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006 曹恩瑞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078 何嘉恩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330 林屏丞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4510035 羅宇佑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4510024 詹承堯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4040067 劉宥鑫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318 蔡明軒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358 謝新迪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731 胡晉堂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727 劉昌政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12 邱奕勳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793 賴俊儒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918 陳紹宇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23 藍家裕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55 陳銅欽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323 呂家凱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064 李季洲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304 顧哲瑋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596 李訓志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456 李碩恆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25 徐翊山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253 簡宇辰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686 李偉愷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292 陳俊達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188 邱奕煌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192 范振哲 原住民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124 余崇佑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816 李權祐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4510072 姜峰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026 范凱富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277 吳榮順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040091 黃偉勝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63 楊昇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67 楊振昊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431 饒致宇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1041297 蔣念珍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3040183 鄭瑞賢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1041500 張祐 一般生
023041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7040412 吳禹昌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336 白晨瑋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452 吳勃勳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3040428 劉耿倫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697 周宗均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6040354 林志遠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6040399 劉庭源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510007 張銘峰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25040790 羅健豪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326 林敬凱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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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782 葉庭亮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638 李詩翔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734 張伯瑋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003 何家維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448 陳音呈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946 莊翔亦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043 古鎮弦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447 呂建志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004 車雋業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157 范佐全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002 周宜朝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477 周經綸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473 林韋青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022 邱英傑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510006 陳文祥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899 王立邦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011 許書瑋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411 劉貴祥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1040479 魏詮峻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116 廖政勛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272 蔡億級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422 王煒智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2040406 黃佑煊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111 徐瑋岑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5510155 胡修碩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4040030 黃意能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355 梁凱傑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467 劉芊逵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016 楊鎮謙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56 曾俊陞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37040232 劉兆烘 一般生
023042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類 47040674 梁鈞冠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3094346 林芳儀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6090492 吳家儀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5091383 佟維妮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6091486 楊詩涵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1091059 李翊妡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352 蔡明伶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432 廖偉翔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640 吳宜臻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1090848 林浚義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21091165 許芷瑀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858 陳紫妤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821 蘇靖翔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909 周淑樺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322 傅柏蓁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915 吳惠雯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771 周淯捷 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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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235 呂雅婷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107 張均亦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219 廖榮瑋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859 曾淳群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723 遲玉婷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999 方柔菀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983 蔡宜珊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268 蕭亦婷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512 江亞璇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752 宋睿庭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680 李怡芬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732 徐愛智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660 薛佩函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948 吳珮璇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856 陳婉柔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1090860 簡婉茹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420 邱榆賀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744 陳芃諭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0948 吳叡涵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2091088 李婷婷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398 謝煥良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144 羅宇均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37090608 張育瑄 一般生
02304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商管群 45090307 康嘉玲 一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