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系所 組別 領取編號 姓名 學院 系所 組別 領取編號 姓名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197 唐婕茵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行銷管理組 335 蘇佐庭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198 劉靖渝 工學院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330 朱羿勳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199 吳素娟 工學院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331 鍾采蓉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200 宋冠穎 工學院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332 鄭宇君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201 李岱瑜 工學院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333 蔡秉翰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202 陳怡廷 工學院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334 王思涵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203 吳政憲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行銷管理組 336 何亮錡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組 204 鄭連豐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行銷管理組 337 楊淯婷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組 205 曾家鴻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行銷管理組 338 黃妤安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組 206 葉宗儒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行銷管理組 339 陳靖婷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組 207 林秌廷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經營管理組 352 呂怡璇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精密製造技術組 251 林宏穎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經營管理組 353 簡秀珊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設計製造組 252 陳柏源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流通管理組 354 曾柏熏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設計製造組 253 許景翔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流通管理組 355 侯俊億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設計製造組 254 張峻愷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 資訊應用組 356 江建樟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設計製造組 255 張簡文圳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 資訊應用組 357 黃仕旻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設計製造組 256 林于聖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 管理應用組 358 林威廷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257 陳冠宇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 管理應用組 359 陳俊嘉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258 林志臻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 管理應用組 360 黃嘉宏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259 吳承翰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系 國際貿易組 361 楊綺恩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260 胡昱弘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系 國際貿易組 362 呂怡萱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控制組 261 黃偲維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系 國際貿易組 363 王彥中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控制組 262 許宸瑋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系 國際貿易組 364 江書慧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控制組 263 楊上永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系 國際行銷組 365 郭霈蓉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控制組 264 陳宇棠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系 國際行銷組 366 夏悅庭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控制組 265 林益偉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系 國際行銷組 367 黃瀞嫺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控制組 266 鄭程升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金融行銷組 368 孫珈瑩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產業技術組 267 許家文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金融行銷組 369 莊琇萍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產業技術組 268 陳銘源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金融行銷組 370 鍾義祥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產業技術組 269 田群膺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財富管理組 371 林竹君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光電組 270 符凱鴻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財富管理組 372 周甯翔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光電組 271 巫昆哲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財富管理組 373 李敏瑜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光電組 272 陳英宗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財富管理組 374 莊雅筑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工業工程組 273 余明洋 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系 財富管理組 375 洪御昇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工業工程組 274 黃奕鈞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工業工程組 275 許凱傑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工業工程組 276 侯名鴻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311 李進華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312 徐永昌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313 鍾承恩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314 林禹賢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315 盧嘉隆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316 薛弘裕

105學年度iPadmini獲獎人員名單(四技甄選入學管道)

獲獎同學查詢後請記住您的領取編號以利現場領取處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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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年度iPadmini獲獎人員名單(四技甄選入學管道)

獲獎同學查詢後請記住您的領取編號以利現場領取處理，謝謝。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376 許瀞文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28 陳薇婕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377 溫子瑩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29 陳梓鄢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378 蘇詩茜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30 涂佳軒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379 蔡佳芸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31 陳品樺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380 郭于琦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32 林羿妘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381 呂妍潔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33 簡金娜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395 高靖婷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34 林芷妤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396 陳裕妹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35 楊珮郁

生創學院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397 陳圓淨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時尚彩妝組 436 陳奕潔

生創學院 應用外語系 商務英語組 398 周毓惟 生創學院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441 林文淵

生創學院 應用外語系 商務英語組 399 趙家妤 生創學院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442 許翔崴

生創學院 應用外語系 商務英語組 400 王思媚 生創學院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443 陳建中

生創學院 應用外語系 觀光英語組 401 陳佳悦 生創學院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444 鄭聖諺

生創學院 應用外語系 觀光英語組 402 唐德芬 生創學院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445 李珮妤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觀光管理組 403 宋可心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63 鄭宇傑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觀光管理組 404 余玟瑩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64 林華萱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觀光管理組 405 彭永彣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65 許駿豪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觀光管理組 406 王培伊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66 蔡宜芸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觀光管理組 407 蔡珮芸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67 黃嘉琪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08 張官鳳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68 洪俐雅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09 陳姿吟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69 張家瑋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10 高宜君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70 陳張同逸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11 柯怡汝 生創學院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471 盧奕伶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12 董瑩鈴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2 曾姿融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13 洪薪茜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3 侯婉璇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14 楊晴晴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4 塗詠晴

生創學院 觀光遊憩系 旅館管理組 415 吳宗翰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5 黃柏臻

生創學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應用設計組 416 林霈妮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6 陳信安

生創學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應用設計組 417 潘韻如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7 吳宜蓁

生創學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應用設計組 418 郭馨文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8 吳怡萱

生創學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設計行銷組 419 張恆惠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79 陳怡安

生創學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設計行銷組 420 郭成豐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80 王家恩

生創學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設計行銷組 421 黃景莛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81 李品樺

生創學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設計行銷組 422 蘇音慈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82 鄭禹暄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化妝品科技組 423 張心綿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83 朱禹潔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化妝品科技組 424 林佩瑩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84 蘇育翎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化妝品科技組 425 談心瑜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85 李偲綺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化妝品科技組 426 陳怡霈 生創學院 餐飲管理系 486 林靖如

生創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化妝品科技組 427 陳柔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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