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科(組)、學程代碼 系科(組)、學程名稱 招生類別 姓名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邱政義 (H1240***17)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廖文福 (H1241***32)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莊謦銓 (J1226***87)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黃引 (H1238***24)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吳嘉萍 (P2233***33)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蔡佳琪 (M2221***14)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陳立偉 (U1217***84)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詹瑋宏 (P1238***32)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林玉婷 (H2255***41)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吳志荊 (H1242***21)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盧詩媛 (U2216***81)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邱瑞　 (U1217***38)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謝文原 (K1227***18)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鄭宇助 (Q1237***24)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勾國軒 (H1243***63)

10-045 機械工程系 10 機械 鍾宜軒 (H1244***83)

10-04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10 機械 張展嘉 (H1244***94)

10-04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10 機械 陳尚鴻 (H1239***89)

10-04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10 機械 陳紹良 (J1226***42)

10-04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10 機械 張毓庭 (G2220***53)

10-04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10 機械 吳函蓉 (I2002***47)

10-04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10 機械 夏聖荃 (K1223***68)

10-04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10 機械 陳靖尹 (K1219***10)

10-047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10 機械 彭明亮 (G1218***59)

20-033 資訊工程系 20 電機 彭鈺強 (J1226***14)

20-033 資訊工程系 20 電機 簡宜婷 (H2237***83)

20-033 資訊工程系 20 電機 陳志國 (H1240***80)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鄒平正 (U1218***76)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徐瑋昱 (H1242***58)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李皓宇 (F1281***36)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廖允辰 (H12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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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林彥廷 (H1243***06)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張志德 (H1238***63)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蔡心嚴 (F1284***68)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郭瀚陽 (H1238***87)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鄭嵩霖 (H1243***21)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鍾毅樺 (H1238***20)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林煜哲 (G1217***97)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許勇勝 (F1278***65)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邱敬驊 (H1230***47)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陳治綸 (K1226***84)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黃俊銘 (K1225***98)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陳宗澤 (H1238***48)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葉宇桐 (J1226***62)

20-034 電機工程系 20 電機 陳弈憲 (F1283***16)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連智政 (R1239***61)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陳政佑 (H1242***73)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黃卓洋 (L1246***16)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湯政霖 (H1241***35)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蕭妤安 (H2238***56)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邱文晢 (K1224***10)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楊淑惠 (F2279***26)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卓銘喚 (L1244***94)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林彥勳 (K1225***36)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藍振嘉 (H1238***69)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蘇慧茹 (A2253***24)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張峻瑋 (F1284***74)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林育鋒 (N1255***60)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洪浩翔 (K1224***32)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彭佳政 (A1267***86)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蔡為仁 (K1225***70)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余承恩 (F1283***56)

25-069 資訊工程系 25 電子 陳奕安 (J1226***02)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徐成彥 (U1217***83)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吳易儒 (H1238***60)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王宏瑋 (H1243***56)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徐敬惇 (H1243***57)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陳志偉 (K1225***76)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張郁祥 (K1225***87)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蕭致維 (K1228***44)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吳冠曄 (F1286***88)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游智恒 (H1241***32)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曾建儒 (F1284***52)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高采微 (O2002***63)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葉紹廷 (H1238***05)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陳奕捷 (J1226***36)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羅仕旻 (K1226***88)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謝沅成 (J1220***57)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謝宗翰 (F1284***34)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吳仁隆 (K1226***33)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葉晉凱 (K1225***53)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劉騏源 (H1240***88)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吳文慶 (F1282***23)

25-070 電子工程系 25 電子 鄭伯允 (J1226***38)

25-071 應用空間資訊系 25 電子 康宏軒 (T1239***42)

25-071 應用空間資訊系 25 電子 張瑜庭 (A2265***34)

25-071 應用空間資訊系 25 電子 許家齊 (J1226***59)

25-071 應用空間資訊系 25 電子 葉智勻 (K1223***53)

25-071 應用空間資訊系 25 電子 黃鈺凱 (F1280***66)

40-020 土木工程系 40 土木 陳昱安 (A1283***64)

40-020 土木工程系 40 土木 林昌毅 (C1214***33)

40-020 土木工程系 40 土木 黃珮娟 (T2239***11)

40-020 土木工程系 40 土木 張建華 (L1246***83)

40-020 土木工程系 40 土木 黃三原 (F1283***57)

55-00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5 工程 陳玠樺 (H2242***07)

55-009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55 工程 洪瑞妏 (U2214***19)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謝子婷 (H2241***85)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陳亭聿 (H2237***17)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賴思穎 (V2212***41)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黃琪方 (H2242***36)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呂亞凡 (H2242***69)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廖珮如 (H2242***07)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王紫涵 (V2213***47)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古騰展 (H1244***10)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吳品儒 (H2242***14)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陳亭吟 (Q2237***92)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朱育萱 (H2241***89)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陳沛君 (K2225***97)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戴雁安 (C2212***42)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曾鈺書 (H1240***02)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張哲綸 (H1242***00)

60-112 應用外語系 60 商業 李恩杰 (H1242***87)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陳亮潔 (A2285***93)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曾麗文 (T2241***93)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張薈宜 (C2213***99)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袁尚慶 (Q1239***24)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蕭丞翔 (G1220***60)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陳思諭 (C2213***66)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葉幸雅 (K2226***41)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游紫綺 (G2219***49)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曹玲 (Z2000***61)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方佩琳 (G2219***54)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簡燕欣 (H2238***13)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呂佩宜 (H2238***04)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涂美君 (K2222***87)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林孟穎 (G2217***62)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陳志豪 (C1214***86)

60-113 企業管理系 60 商業 呂雨臻 (H2239***33)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陳惠如 (F2279***29)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張筱雲 (C2214***30)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王佳薇 (F2280***35)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楊嫚樺 (O2002***64)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彭芳儀 (H2241***96)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周孟蓮 (J2225***55)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蔡佩樺 (F2274***26)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蔡毓儒 (H2239***62)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葉庭瑋 (K2225***89)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林秉陽 (C1214***52)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謝芸萍 (K2224***67)

60-114 財務金融系 60 商業 黃彥璋 (L1246***87)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吳翠珊 (F2280***24)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劉晏昀 (H2238***91)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朱怡靜 (H2242***72)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蕭少軒 (F1277***91)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李歆茹 (H2241***28)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潘雅玲 (S2243***16)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官亭妤 (H2238***18)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伍雅芳 (T2227***61)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游文秀 (H2242***92)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李靜宜 (G2217***34)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陳姍彤 (H2242***57)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鄭玉羚 (C2212***90)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楊智荃 (H2241***11)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余兹蝶 (H2242***19)

60-115 國際企業經營系 60 商業 劉怡君 (H2238***95)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吳珈芸 (S2243***97)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賴芷涵 (G2217***81)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林宏展 (G1218***04)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劉祐榕 (J1220***37)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陳姚文 (F2280***08)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洪子婷 (F2281***60)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王亭茹 (O2002***90)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游毓莉 (H2242***61)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黃宇君 (T2239***64)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曾　玉 (L2246***15)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吳冠緯 (A1265***76)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洪慧馨 (H2241***18)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蔡惠琦 (Q2238***79)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王菁慧 (F2278***94)

60-116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 商業 葉文琦 (K2225***83)

60-11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60 商業 洪偉翊 (O1002***90)

60-11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60 商業 陳柏成 (F1286***72)

60-11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60 商業 蔡明峰 (U1216***86)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郭美怡 (H2242***66)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黃聖恩 (A2258***99)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戴夢萱 (H2237***32)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黃聖傑 (N1252***40)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陳秀雯 (H2242***76)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苑珮婕 (H2241***29)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余宣穎 (F2280***82)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劉鈺淇 (H2241***29)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豐智偉 (V1214***36)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鍾光閔 (N1254***36)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彭柏鈞 (K1222***10)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謝佩蓉 (F2279***26)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魏千姿 (R2239***13)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林文聖 (G1220***99)

65-031 資訊管理系 65 資管 游哲瑋 (G1220***82)

65-032 物業管理學位學程 65 資管 廖凱羚 (F2279***98)

65-032 物業管理學位學程 65 資管 許珉綸 (F1278***61)

65-032 物業管理學位學程 65 資管 鄭仁豪 (A1283***20)

65-032 物業管理學位學程 65 資管 王書甫 (A1297***12)

65-032 物業管理學位學程 65 資管 施炫旭 (F1284***81)

65-032 物業管理學位學程 65 資管 林佳蓉 (G22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