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2 陳O旺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3 蘇O偉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4 黃O燈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5 王O羽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6 吳O雅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7 彭O元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8 邱O煬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19 邱O軒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20 魏O恩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21 翁O泓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22 王O皓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23 張O源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24 許O嘉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25 曾O智

電子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03226 張O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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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2 吳O文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3 黃O翔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4 蕭O文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5 王O豪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6 王O安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7 鄭O俞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8 李O奕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19 王O霖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0 李O浲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1 葉O成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2 吳O群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3 周O倫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4 王O翔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5 林O羽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6 孫O哲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7 朱O寬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8 黃O源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29 楊O軒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30 王O浮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甲 40704131 呂O禧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14 張簡O恩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15 黃O育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16 錢O瑜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17 梁O惠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18 陳O霖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19 鍾O傑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0 李O任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1 徐O慈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2 林O聖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3 邱O航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4 陳O諺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5 魏O銘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6 黃O勛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7 蔡O承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8 黃O順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29 徐O硯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30 許O淯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31 謝O翰

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乙 40704232 蘇O翔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03 李O文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04 簡O縓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05 羅O智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06 林O鴻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07 吳O霖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08 李O銘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09 曾O勳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0 梁O杰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1 陳O晉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2 詹O丞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3 謝O勳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4 周O欽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5 林O宏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6 朱O瑋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7 林O閔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8 邱O傑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19 黃O齊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0 潘O諺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1 陳O儒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2 洪O哲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3 廖O銘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4 廖O昕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5 曾O容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6 楊O勳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7 王O翰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8 邱O勝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29 陳O緯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30 楊O進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31 梁O德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32 于O豪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33 郭O翰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34 侯O旭

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丙 40704335 黃O揚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04 盛O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05 徐O翔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06 張O承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07 何O賢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08 黃O豪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09 葛O華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0 趙O勛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1 王O晉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2 林O逸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3 孫O哲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4 陳O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5 黃O叡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6 紀O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7 吳O益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甲 40705118 章O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27 黃O興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28 張O承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29 何O緯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0 陳O相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1 徐O庭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2 甯O豪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3 黃O禔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4 鄧O瑋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5 謝O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6 劉O含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7 林O廷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8 陳O琦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39 王O雲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40 林O隆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41 許O揚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05242 郭O廷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1 陳O益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2 廖O錩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3 杜O青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4 王豪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5 倪O賢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6 胡O禧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7 蔡O晏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8 易O凱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09 曾O誠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0 林O璋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1 陳O霖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2 林O夢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3 謝O佑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4 連O皇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5 張O瑋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6 洪O源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7 楊O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8 江O軒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19 陳O仁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0 鍾O然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1 林O呈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2 張O羲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3 鄭O哲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4 宋O誌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5 李O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6 倪O明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7 黃O宇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8 張O育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29 李O生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0 林O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1 顏O宥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2 孫O臨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3 張O翔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4 陳O佐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5 董O甫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6 蔡O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7 鄧O之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8 劉O洪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39 吳O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40 張O騰

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丙 40705341 黃O毓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06 伍O民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07 林O弘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08 周O錚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09 邱O皓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0 林O希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1 洪O亨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2 陳O勳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3 陳O媛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4 黃O棠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5 廖O齊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6 陳O同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7 潘O安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8 林O成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19 鄭O君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0 陳O臻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1 林O緯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2 陳O峰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3 廖O捷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4 沈O呈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5 謝O倫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6 張O豪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7 黃O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8 林O宇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29 周O畯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30 張O豪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甲 40706131 盧O豪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0 葉O維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1 謝O凱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2 張O佳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3 黃O宏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4 李O容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5 楊O薇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6 楊O瑋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7 林O聞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8 戴O霖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19 林O妤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0 陳O旭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1 鄭O云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2 許O君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3 陳O廷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4 蔡O伃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5 金O鑫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6 王O心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7 陳O楨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8 詹O竹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甲 40709129 丁O妤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08 吳O翔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09 李O縈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0 張O婷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1 索O晨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2 吳O遠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3 劉O鴻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4 劉O蓁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5 蔡O佳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6 盧O敏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7 陳O柔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8 巫O臻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19 邱O庭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0 楊O鈞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1 陳O宏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2 楊O翰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3 胡O齊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4 石O如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5 張O薇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6 龔O霖

企業管理系 行銷流通組 乙 40709227 鍾O媛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08 賴O文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09 郭O惠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0 陳O雲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1 郭O婷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2 朱O嫺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3 柯O祺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4 曾O瑄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5 江O君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6 郭O秀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7 陳O馨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8 王O翔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19 謝O蓁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0 蘇O容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1 徐O豪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2 袁O晴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3 邱O倫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4 林O儀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5 楊O翰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6 吳O蓉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7 郭O璇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8 黃O丞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丙 40709329 蕭O閔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07 李O姍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08 劉O妤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09 陳O欣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0 李O妤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1 翁O孺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2 劉O宜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3 孫O妤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4 伍O瑄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5 陳O廷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6 陳O珺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7 劉O宣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8 鄭O佩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19 王O繪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0 王O翎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1 郭O如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2 黃O渝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3 蘇O琳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4 陳O惠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5 高O欣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6 劉O月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7 陳O君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8 鄭O雯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甲 40710129 陳O安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14 李O修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15 段O祺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16 董O華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17 蔡O儒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18 黃O萱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19 林O妏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20 林O禎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21 葉O澐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22 郭O妶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23 郭O淇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24 邱O玟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25 柯O琦

幼兒保育系 家庭社工組 乙 40710226 王O歡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0 李O恩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1 王O宇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2 劉O瑋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3 曹O瑄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4 林O勝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5 林O和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6 蕭O茹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7 陳O瑋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8 何O誠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19 陳O宏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0 黃O恩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1 張O瑄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2 江O銘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3 陳O龍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4 張O鴻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5 葉O維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6 黃O綺

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甲 40711127 葉O伶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0 張O銜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1 陳O皓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2 潘O麟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3 周O鋐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4 張O翔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5 林O辰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6 張O哲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7 孫O杰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8 蔡O庭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19 陳O富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0 郭O辰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1 莊O憲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2 陳O銘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3 鄺O諺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4 施O耀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5 鄭O均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6 楊O婷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7 吳O瑜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8 江O緯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29 李O庚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0 周O鋐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1 邵O綾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2 洪O敏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3 張O瑜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4 鄭O翔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5 林O瑀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6 蘇O衣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7 孫O偉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8 張O豪

資訊管理系 管理應用組 乙 40711239 李O穎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09 巫O娜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0 嚴O宜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1 王O豪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2 許O霖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3 洪O瑋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4 楊O淇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5 趙O誌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6 林O惠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7 林O竣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8 尼古拉斯‧OO阿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19 林O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0 楊O誼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1 王O涵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2 施O宏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3 吳O誼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4 徐O淇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5 林O軒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6 李O輝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7 徐O琴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8 林O緯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29 陳O于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0 陳O昀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1 朱O翔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2 劉O廷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3 張O慈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4 蔡O儒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5 陳O妘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6 陳O琳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7 鍾O柔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8 楊O叡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39 翁O鴻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40 郭O男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41 楊O惠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42 蔡O齊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43 邱O晨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44 蔡O雯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45 彭O萱

應用外語系 無分組 甲 40712146 林O妤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0 王O陞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1 范O琦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2 陳O憲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3 古O為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4 石O翔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5 紀O玲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6 康O翔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7 紀O睿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8 楊O璋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39 陳O安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甲 40718140 陳O宇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06 林O玲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07 陳O嘉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08 楊O豪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09 侯O威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0 蘇O霖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1 駱O廷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2 陳O政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3 王O丞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4 何O霖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5 陳O恩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6 巫O淵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7 吳O豐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8 陳O霖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19 劉O寬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20 呂O叡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21 洪O傑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22 蔡O陞

資訊工程系 無分組 乙 40718223 周O翔

資訊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18224 王O辰

資訊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18225 陳O瑜

資訊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18226 黃O驛

資訊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18227 鄭O一

資訊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18228 陳O豪

資訊工程系 不分組 乙 40718229 陳O翰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1 董O廷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2 鍾O真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3 何O誼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4 李O雅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5 楊O婷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6 陳O君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7 楊O萱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8 陸O彥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19 陳O妤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20 楊O珺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21 蘇O霖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22 李O穎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23 施O雯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甲 40720124 黃O君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07 謝O彤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08 翁O翔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09 黃O佳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0 劉O玟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1 蔡O嫻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2 賴O辰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3 孫O南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4 江O珅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5 高O渝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6 葉O妤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7 葉O潔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8 吳O騰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19 黃O芬

國際企業系 無分組 乙 40720220 陳O志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2 何O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3 盧O羚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4 盧O江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5 龔O惠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6 吳O叡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7 才O汶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8 吳O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49 施O晴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0 黃O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1 鄭O仁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2 陳O羽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3 鍾O祥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4 張O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5 吳O聆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6 巫O毅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7 徐O揚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8 黃O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59 陳O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60 楊O峻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甲 40722161 巫O珊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07 張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08 曹O瀚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09 李O宣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0 蕭O壬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1 吳O潁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2 陳O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3 吳O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4 曾O芹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5 柯O芳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6 陳O渝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7 戴O韋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8 林O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19 徐O漢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0 蔡O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1 鄭O心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2 陳O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3 李O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4 簡O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5 許O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6 馮O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7 李O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8 黃O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29 余O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0 吳O睿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1 徐O謙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2 蔡O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3 蔡O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4 張O禧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5 鄭O佑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6 黃O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7 方O雯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8 陳O雯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39 邱O敏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0 邱O生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1 張O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2 范O茹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3 吳O榮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4 郭O豪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5 鄭O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6 賴O和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7 顏O欣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8 吳O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49 蕭O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乙 40722250 陳O辰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06 譚O鴻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07 陳O霖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08 林O臣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09 鄭O瀅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0 鍾O紜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1 鍾翰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2 蔡O雯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3 高O珊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4 黃O瑀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5 翁O杰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6 許O娟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7 王O軒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8 胡O娟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19 王O宏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0 林O茹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1 杜O庭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2 鄭O元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3 郭O如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4 高O晴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5 郭O鈴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6 凌O鴻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7 紀O宇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8 許O媜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29 陳O儒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0 陳O臻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1 楊O驊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2 陳O揚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3 蔣O婷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4 郭O君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5 歐O恩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6 陳O吟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甲 40725137 林O妃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1 郭O妮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2 戴O霖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3 麥O民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4 李玟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5 林O汝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6 夏O晶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7 曾O棋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8 黃O綺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09 楊O諭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0 羅O翔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1 呂O貞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2 徐O雯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3 陳O茹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4 戴O伶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5 張O穎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6 曾O婷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7 洪O柔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8 蔡O曉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19 蔡O庭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0 鄭O純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1 吳O宸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2 戴O昀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3 葉O愉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4 李O婷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5 徐O筑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6 陳O蓉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7 吳O鴻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8 傅O婷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29 吳O蓉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30 夏O敏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31 吳O昇

觀光遊憩系 無分組 乙 40725232 蘇O雲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1 陳O雪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2 黃O娟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3 劉O彤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4 陳O妘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5 李O淇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6 林O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7 黃O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8 劉O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09 謝O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0 黃O儒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1 鄭O綺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2 李O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3 陳O雲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4 鄭O真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5 石O霖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6 簡O芳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7 吳O琪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8 陳O蕙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19 莊O富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0 李欣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1 陳O淳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2 趙O瑾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3 蔡O文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4 張O惠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5 潘O宇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6 陳O甫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7 黃O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8 蔡O吟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29 賴O萍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30 陳O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31 洪O琪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32 張O綺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33 黃O偉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34 呂O珊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27135 陳O亭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1 邱O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2 鄭O媃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3 劉O翰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4 蔡O融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5 黃O甫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6 王O涵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7 王O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8 吳O璇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19 蔡O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0 陳O役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1 洪O志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2 楊O昇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3 林O澔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4 陳O佑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5 劉O瑋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6 魏O軒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7 劉O佑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8 葉O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29 王O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30 楊O如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31 袁O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32 邱O欣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27233 洪O榕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16 王O婷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17 黃O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18 吳O俐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19 魏O萱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0 謝O婕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1 邱O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2 張O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3 吳O志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4 侯O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5 歐O廷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6 柯O蓁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7 顏O君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8 潘O雲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29 陳O月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30 李O蓁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31 唐O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32 阮O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33 王O妤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34 葉O緹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乙 40730235 曾O蓉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1 麥O琳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2 張O蓉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3 陳O蓁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4 陳O照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5 張O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6 林O雯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7 黃O綺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8 鄧O萱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09 黃O晏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0 鍾O容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1 田O芳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2 許O瓅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3 陳O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4 楊O筑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5 吳O馨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6 黃O涵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7 林O昕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8 楊O蓁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19 鄭O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0 鄧O方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1 呂O綺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2 陳O函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3 黃O君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4 蔡O兒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5 蘇O涵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6 古O巧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7 溫O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8 古O婷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29 王O丞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0 黃O佑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1 彭O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2 賴O君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3 邱O晴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4 胡O芃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5 楊O喧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6 楊O馨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7 葉O菱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8 李O君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39 張菱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不分組 丙 40730340 陳O安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26 劉O涵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27 金O瑾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28 陳O鴻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29 王O傑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0 謝O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1 李O霖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2 潘O易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3 吳O毅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4 吳O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5 凃O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6 潘O儀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7 許O嘉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8 蘇O賢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39 郭O睿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40 黎O麟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41 李O岑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1142 王O淵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1 林O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2 葉O彣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3 温O璇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4 吳O瑜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5 陳O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6 王O銘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7 謝O貞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8 陳O楠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19 王O昀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0 朱O誼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1 陳O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2 蔡O霖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3 林O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4 蔡O睿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5 謝O家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6 謝O維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7 洪O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8 王O志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29 徐O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0 鄭O真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1 林O倫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2 蔡O璇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3 陳O君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4 趙O婷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5 謝O欣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6 柯O羽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7 童O彥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8 洪O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39 張O瑜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甲 40732140 曾O涵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1 張O崴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2 陳O洋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3 項O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4 陳O言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5 王O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6 魏O庭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7 江O錡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8 邱O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09 蔡O漪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0 許O琦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1 郭O瑾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2 王O惠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3 孫O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4 林O騰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5 彭O琦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6 徐O洋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7 楊O盛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8 陳O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19 何O芫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0 李O絃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1 林O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2 張O媛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3 吳O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4 廖O靜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5 曾O哲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6 林O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7 朱O婕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8 方O璇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29 涂O淵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0 陳O宏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1 鄭O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2 戴O聖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3 黃O立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4 王O元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5 王O翰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6 林O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7 洪O淵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8 黃O銘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39 陳O任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0 顏O潁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1 陳O倫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2 盧O銘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3 胡O淵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4 游O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5 陳O祺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6 吳O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7 洪O富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8 馮O欽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49 洪O良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無分組 乙 40732250 楊O翔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26 黃O傑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27 蘇O修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28 張O翰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29 顏O婷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0 李O陞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1 黃O豪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2 郭O妤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3 蔡O惠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4 邱O哲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5 楊O鑾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6 譚O云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7 李O誼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8 林O君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39 洪O欣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0 陳O瑄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1 柳O柔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2 許O媜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3 張O瑄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4 李O弦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5 高O絜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6 陳O名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7 洪O茹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8 洪O淇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49 趙O琴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0 蔡O涵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1 劉O妤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2 楊O薇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3 劉O如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4 葉O雲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5 江O翎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6 林O葳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7 徐O銘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8 黃O銘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59 楊O愷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甲 40734160 賴O瑞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13 劉O晨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14 吳O諼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15 林O馨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16 盧O璟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17 何O豪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18 謝O慧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19 黃O瑋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0 吳O霓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1 楊O安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2 邱O瑄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3 薛O萱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4 郭O瑜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5 曾O瑜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6 吳優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7 劉O輝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8 洪O庭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29 陳O任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0 曾O諒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1 劉O豪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2 李O庭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3 林O婷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4 陳O蓁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5 吳O益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6 林O菁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7 李O誼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8 林O筠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39 邱O蓮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0 孫O涵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1 陳O予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2 吳O璘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3 屈O元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4 吳O靚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5 林O萱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6 曾O程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7 潘O蓁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8 李O虹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49 郭O昇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0 蔡O霖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1 許O億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2 吳O靜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3 金O宸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4 袁O淋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5 林O茹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6 簡O淇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乙 40734257 吳O文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1 胡O龍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2 王O平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3 鄭O鴻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4 楊O雅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5 林O安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6 邱O妮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7 鄭O恩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8 方O容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09 張O偉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0 郭O妮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1 盧O靜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2 陳O瑄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3 曾O淳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4 張O筑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5 顏O萱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6 林O菱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7 陳O旗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8 羅O諭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19 官O苓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0 林O靜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1 洪O筠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2 凌O亭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3 張O柔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4 董O馨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5 黃O傑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6 趙O翔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7 趙O毅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8 莊O潔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29 劉O佐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30 蔡O慶

餐飲管理系 無分組 丙 40734331 高O華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45 黃O詠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46 陳O婕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47 文O正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48 王O傑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49 孫O良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50 陳O予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51 黃O登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52 張O晨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53 李O荃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甲 40735154 曹O靚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07 吳O柔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08 蔡O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09 沈O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0 楊O隆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1 侯O銘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2 林O誠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3 林O偉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4 張O銓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5 葉O瑋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6 林O得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7 陳O清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8 黃O程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19 陳O瑝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0 孫O鳴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1 陳O青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2 林O茿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3 黃O霖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4 洪O謙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5 潘O哲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6 蔡O佑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7 張O苡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8 林O佑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29 于O右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0 廖O汝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1 廖O亭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2 蔣O諺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3 施O琳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4 吳O瀚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5 李O昱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6 許O棠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7 曾O勳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8 黃O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39 劉O維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0 孫O翔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1 蔡O豪



系級 組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2 黃O珊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3 王威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4 翁O煬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5 陳O皇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6 蔡O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7 縱O諺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8 柳O倫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49 陳O維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0 蔡O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1 賴O霖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2 周O君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3 黃O碩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4 謝O豐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5 李O薇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6 連O婷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7 王O毅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8 李O樺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59 陳O嘉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60 潘O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61 陳O岱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無分組 乙 40735262 姚O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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