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制 班級 學號 姓名 獎別 學制 班級 學號 姓名 獎別

四技 土木四甲 40535101 趙晏琳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金融四乙 40533204 孫品伃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土木四乙 40535228 陳彥融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金融四甲 40533112 呂妍沛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土木四甲 40535116 洪有毅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金融四甲 40533114 陳奕霖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土木四甲 40535103 湯宛靜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金融四乙 40533214 翁偉寧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電子四甲 40503124 楊承霖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妝彩四丙 40530347 黃永愛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電子四甲 40503146 吳宗霖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妝彩四丙 40530348 黃玟綺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電子四乙 40503202 趙子棋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妝彩四甲 40530124 陳柔諠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電子四甲 40503147 楊尊博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妝彩四乙 40530204 陳韻慈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電子四丁 40503408 陳康欣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妝彩四甲 40530128 陳顥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五名

四技 電子四戊 40503533 古茗智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妝彩四甲 40532141 洪于筑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六名

四技 電子四戊 40503536 劉汰峰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數位四甲 40532129 林華萱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電子四戊 40503502 古書銓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數位四甲 40532153 蔡欣宜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機械四乙 40504209 蔡一志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數位四乙 40532213 黃嘉琪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機械四乙 40504231 朱亭毓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數位四乙 40532237 許家盛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機械四乙 40504246 李坤翰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幼保四乙 40510201 陳怡潔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機械四乙 40504248 林育嫺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幼保四乙 40510208 吳映璇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機械四丙 40504301 賴致宇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五名 四技 幼保四甲 40410102 吳純慧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機械四丙 40504349 蔡岱麟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六名 四技 幼保四乙 40510238 黃啟勛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電機四甲 40505114 楊上永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應外四乙 40512204 蘇俞縈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電機四丙 40505343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應外四乙 40512211 陳昱龍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電機四丙 40505304 吳東霖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應外四甲 40512117 趙家妤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電機四甲 40305103 王智弘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應外四乙 40512201 陳佳悦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電機四乙 40505247 孫立昀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五名 四技 休運四乙 40531201 楊舒惠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電機四甲 40505150 李承瀚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六名 四技 休運四乙 40531203 陳宜敏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工管四甲 40506156 洪忻驊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休運四甲 40531216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工管四甲 40506155 洪瑋君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休運四甲 40530201 朱穩進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工管四甲 40506154 傅祥智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觀光四丙 40525352 郭雨臻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工管四乙 40506219 王毓欽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觀光四乙 40525225 張凱怡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建築四甲 40522103 黃毓晴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觀光四丙 40525328 沈佩璉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建築四乙 40522249 董怡秀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觀光四丙 40525319 洪薪茜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建築四甲 40522115 蔡長剛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觀光四丙 40525348 許畯傑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五名

四技 建築四甲 40522124 陳家富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觀光四丙 40525325 黃詩雅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六名

四技 資工四乙 40518238 陳詠煒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時尚四甲 40527140 黃惠靜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資工四甲 40518127 李進華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時尚四甲 40527141 朱永晴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資工四乙 40518253 曾振家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時尚四甲 40527128 潘韻如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資工四甲 40518138 薛弘裕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時尚四乙 40527236 張碧華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國企四乙 40520235 陳介亭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餐飲四乙 40534244 張凱婷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國企四甲 40531217 許嘉芸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餐飲四甲 40534137 黃雅琳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國企四乙 40520214 夏悦庭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餐飲四甲 40534133 李盈蓁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國企四甲 40520114 楊綺恩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餐飲四乙 40534246 黃姿萍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國企四丁 40520410 謝宇婷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餐飲四甲 40534104 侯婉璇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五名

四技 國企四丁 40520428 顏翊丞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餐飲四丙 40534358 李芳菱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六名

四技 企管四乙 40509201 卓郁芬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企管四乙 40509223 簡秀珊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企管四丙 40509302 蔡欣茹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企管四丙 40509334 李依庭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四技 企管四乙 40509209 莊慧珊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五名

四技 企管四乙 40509222 呂秉蓉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六名

四技 資管四乙 40511250 郭媛蓉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一名

四技 資管四甲 40511102 詹明月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二名

四技 資管四甲 40511130 丁文佑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三名

四技 資管四乙 40511221 潘雅玲 學業成績名列該系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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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第一名] 的同學

 須參加大禮堂預演

請於7月3日下午至人文大樓9F正修廳，

管

理

學

院

有關獲得項目之獎狀   (由導師發放)，

獎品 (憑兌換卷) 請自行於畢業典禮結束後

至註冊及課務組領取。(綜合大樓3樓)

【7月4日下午3：00前，逾時不候】

參加頒獎典禮預演

(下午1:30預演)

 若不克參加者，視同放棄上台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