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系(進四技)一甲 高福禧 高福禧

電子系(進四技)二甲 高福禧 高福禧 高福禧 高福禧

電子系(進四技)三甲 簡宗莆 簡宗莆 高福禧 高福禧 高福禧 高福禧

電子系(進四技)四甲 簡宗莆 簡宗莆 簡宗莆 簡宗莆 高福禧 高福禧 高福禧 高福禧

電機系(進四技)一甲 蔡東榮 蔡東榮

電機系(進四技)一乙 王金標 王金標

電機系(進四技)二甲 蔡東榮 蔡東榮 蔡東榮 蔡東榮

電機系(進四技)二乙 葉官俤 葉官俤 葉官俤 葉官俤

電機系(進四技)三甲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電機系(進四技)四甲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卓中興

土木系(進四技)一甲 黎自忠 黎自忠

土木系(進四技)二甲 黎自忠 黎自忠 黎自忠 黎自忠

土木系(進四技)三甲 蕭科育 蕭科育 黎自忠 黎自忠 黎自忠 黎自忠

土木系(進四技)四甲 蕭科育 蕭科育 蕭科育 蕭科育 黎自忠 黎自忠 韋家振 韋家振

資工系(進四技)一甲 蔡蕙逢 蔡蕙逢

資工系(進四技)二甲 林大為 林大為 林大為 林大為

資工系(進四技)三甲 林大為 林大為 林大為 林大為 林大為 林大為

資工系(進四技)四甲 蔡蕙逢 蔡蕙逢 蔡蕙逢 蔡蕙逢 游源惠 游源惠 游源惠 游源惠

物業系(進四技)一甲 董寧謙 董寧謙

物業系(進四技)二甲 董寧謙 董寧謙 董寧謙 董寧謙

物業系(進四技)三甲 黃文雄 黃文雄 董寧謙 董寧謙 侯志慶 蔡馨文

物業系(進四技)四甲 黃文雄 黃文雄 黃文雄 黃文雄 黃文雄 黃文雄 黃文雄 黃文雄

機械系(進四技)一甲 黃吉宏 黃吉宏

機械系(進四技)一乙 黃吉宏 黃吉宏

機械系(進四技)一丙 陳育民 陳育民

機械系(進四技)二甲 黃世欣 黃世欣 黃世欣 黃世欣

機械系(進四技)二乙 黃世欣 黃世欣 黃世欣 黃世欣

機械系(進四技)二丙 陳振堂 陳振堂 陳振堂 陳振堂

機械系(進四技)三甲 施泉炎 施泉炎 曾裕民 曾裕民 劉正雄 劉正雄

機械系(進四技)三乙 楊瑞彬 楊瑞彬 梁國柱 梁國柱 林仲廉 林仲廉

機械系(進四技)三丙 施泉炎 施泉炎 曾裕民 曾裕民 劉正雄 劉正雄

機械系(進四技)三丁 楊瑞彬 楊瑞彬 梁國柱 梁國柱 林仲廉 林仲廉

機械系(進四技)四甲 劉春和 劉春和 劉松柏 劉松柏 郭穎祺 郭穎祺 郭穎祺 郭穎祺

機械系(進四技)四乙 劉春和 劉春和 劉松柏 劉松柏 郭穎祺 郭穎祺 郭穎祺 郭穎祺

工管系(進四技)一甲 陳立元 陳立元

工管系(進四技)二甲 陳立元 陳立元 陳立元 陳立元

工管系(進四技)三甲 許績興 許績興 許績興 鄭昌奇 鄭昌奇 鄭昌奇

工管系(進四技)三乙 許績興 許績興 許績興 鄭昌奇 鄭昌奇 鄭昌奇

工管系(進四技)四甲 許績興 許績興 許績興 鄭昌奇 鄭昌奇 鄭昌奇 鄭昌奇 鄭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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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系(進四技)一甲 楊適如 楊適如

國企系(進四技)一乙 彭開琼 彭開琼

國企系(進四技)二甲 呂慈恩 呂慈恩 賴勇成 賴勇成

國企系(進四技)二乙 彭開琼 彭開琼 賴勇成 賴勇成

國企系(進四技)三甲 楊適如 楊適如 盧筱筠 盧筱筠 盧筱筠 盧筱筠

國企系(進四技)三乙 彭開琼 彭開琼 盧筱筠 盧筱筠 盧筱筠 盧筱筠

國企系(進四技)四甲 呂慈恩 呂慈恩 陳明斈 陳明斈 盧筱筠 盧筱筠 林建偉 林建偉

財金系(進四技)一甲 王忠建 王忠建

財金系(進四技)一乙 王忠建 王忠建

財金系(進四技)二甲 王忠建 王忠建 周炳宏 周炳宏

財金系(進四技)三甲 葉寶文 葉寶文 沈冠甫 沈冠甫 許仁綜 許仁綜

財金系(進四技)四甲 葉寶文 葉寶文 許仁綜 許仁綜 許仁綜 沈冠甫 沈冠甫 沈冠甫

餐旅系(進四技)一甲 黃立烜 黃立烜

餐旅系(進四技)一乙 楊曼華 莊瑞榮

餐旅系(進四技)一丙 黃經典 黃經典

餐旅系(進四技)二甲 楊曼華 莊瑞榮 邱顯正 邱顯正

餐旅系(進四技)二乙 傅安良 莊瑞榮 邱顯正 邱顯正

餐旅系(進四技)二丙 傅安良 傅安良 傅安良 傅安良

餐旅系(進四技)二丁 傅安良 傅安良 傅安良 傅安良

餐旅系(進四技)三甲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餐旅系(進四技)三乙 楊曼華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餐旅系(進四技)三丙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餐旅系(進四技)三丁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黃立烜

餐旅系(進四技)四甲 楊舒淇 楊舒淇 楊舒淇 楊舒淇 楊舒淇 楊舒淇 楊舒淇 楊舒淇

餐旅系(進四技)四乙 楊舒淇 楊舒淇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林斯薇 林斯薇

餐旅系(進四技)四丙 楊舒淇 楊舒淇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黃經典

資管系(進四技)一甲 鄭培成 鄭培成

資管系(進四技)二甲 鄭培成 鄭培成 方仁威 方仁威

資管系(進四技)三甲 謝惠真 謝惠真 方仁威 方仁威 鄧安文 鄧安文

資管系(進四技)四甲 謝惠真 謝惠真 洪瑞文 陳皆成 鄧安文 鄧安文 陳惠娟 陳惠娟

資管系(進二技)三甲 郭枝盈 郭枝盈

資管系(進二技)四甲 郭枝盈 郭枝盈 李岳軍 李岳軍

企管系(進四技)一甲 黃少澤 黃少澤

企管系(進四技)一乙 婁文信 婁文信

企管系(進四技)二甲 黃少澤 黃少澤 陳柏壽 陳柏壽

企管系(進四技)二乙 婁文信 婁文信 羅明正 羅明正

企管系(進四技)三甲 黃少澤 黃少澤 王冰凝 王冰凝 王冰凝 顏建發

企管系(進四技)三乙 婁文信 婁文信 陳柏壽 陳柏壽 陳柏壽 陳柏壽

企管系(進四技)四甲 謝加娣 謝加娣 陳柏壽 陳柏壽 陳柏壽 陳柏壽 陳柏壽 陳柏壽

企管系(進四技)四乙 謝加娣 謝加娣 王冰凝 王冰凝 王冰凝 顏建發 洪榮木 洪榮木

企管系(進二技)三甲 羅行文 羅行文

企管系(進二技)四甲 羅行文 羅行文 羅行文 羅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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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系(進四技)一甲 朱松偉 朱松偉

行銷系(進四技)一乙 朱松偉 朱松偉

行銷系(進四技)二甲 趙佩玉 趙佩玉 邱玉葉 邱玉葉

行銷系(進四技)二乙 趙佩玉 趙佩玉 邱玉葉 邱玉葉

行銷系(進四技)二丙 趙佩玉 趙佩玉 邱玉葉 邱玉葉

行銷系(進四技)三甲 商倩鳳 商倩鳳 商倩鳳 商倩鳳 陳彥年 陳彥年

行銷系(進四技)三乙 商倩鳳 商倩鳳 商倩鳳 商倩鳳 陳彥年 陳彥年

行銷系(進四技)四甲 江宏志 江宏志 江宏志 江宏志 江宏志 鄭詠隆 鄭詠隆 鄭詠隆

行銷系(進四技)四乙 江宏志 江宏志 江宏志 江宏志 江宏志 鄭詠隆 鄭詠隆 許哲瑋

應外系(進四技)一甲 鍾曙華 鍾曙華

應外系(進四技)一乙 黃金梅 黃金梅

應外系(進四技)二甲 鍾曙華 鍾曙華 鍾曙華 鍾曙華

應外系(進四技)二乙 黃金梅 黃金梅 黃金梅 李姮蓉

應外系(進四技)三甲 徐菊清 徐菊清 鍾曙華 鍾曙華 徐菊清 徐菊清

應外系(進四技)三乙 徐菊清 徐菊清 黃金梅 李姮蓉 李姮蓉 李姮蓉

應外系(進四技)四甲 江足滿 江足滿 徐菊清 徐菊清 徐菊清 徐菊清 徐菊清 徐菊清

應外系(進四技)四乙 江足滿 江足滿 徐菊清 徐菊清 李姮蓉 徐菊清 徐菊清 徐菊清

數媒系(進四技)一甲 周昌民 周昌民

數媒系(進四技)二甲 周復華 周復華 周復華 周復華

數媒系(進四技)三甲 周復華 周復華 周復華 周復華 周復華 周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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