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三甲 106300102 陳孟廷 機械四甲 106300102 陳孟廷 機械四甲 106300102 陳孟廷
機械三甲 106300123 潘威仁 機械四甲 106300123 潘威仁 機械四甲 106300123 潘威仁
機械三甲 106300140 李柏儒 機械四甲 106300140 李柏儒 機械四甲 106300140 李柏儒
機械三甲 106810003 林彥辰 機械四甲 106810003 林彥辰 機械四甲 106810003 林彥辰
機械三甲 106810010 蕭宇涵 機械四甲 106810011 林緯 機械四甲 106810010 蕭宇涵
機械三甲 106810011 林緯 機械四甲 106810012 林良恩 機械四甲 106810012 林良恩
機械三甲 106810012 林良恩 機械四甲 106810014 葉芳妤 機械四甲 106810014 葉芳妤
機械三甲 106810014 葉芳妤 機械四甲 106810015 周暐瀚 機械四甲 106810015 周暐瀚
機械三甲 106810015 周暐瀚 機械四㇠ 106300213 盧昭逸 機械四㇠ 106300213 盧昭逸
機械三㇠ 106300213 盧昭逸 機械四㇠ 106300214 卜亭芸 機械四㇠ 106300214 卜亭芸
機械三㇠ 106300214 卜亭芸 機械四㇠ 106300215 杜洛渝 機械四㇠ 106300215 杜洛渝
機械三㇠ 106300215 杜洛渝 機械四㇠ 106300216 林順傑 機械四㇠ 106300216 林順傑
機械三㇠ 106300216 林順傑 機械四㇠ 106300217 林昱萱 機械四㇠ 106300217 林昱萱
機械三㇠ 106300217 林昱萱 機械四㇠ 106300221 陸仕昀 機械四㇠ 106300221 陸仕昀
機械三㇠ 106300221 陸仕昀 機械四㇠ 106300222 張乃尊 機械四㇠ 106300222 張乃尊
機械三㇠ 106300222 張乃尊 機械四㇠ 106300226 張澤文 機械四㇠ 106300226 張澤文
機械三㇠ 106300226 張澤文 機械四㇠ 106300233 林宗葦 機械四㇠ 106300233 林宗葦
機械三㇠ 106300233 林宗葦 機械四㇠ 106810025 林辰貞 機械四㇠ 106810029 李威廷
機械三㇠ 106810025 林辰貞 機械四㇠ 106810029 李威廷 機械四丙 106300310 嚴慶隆
機械三丙 106300310 嚴慶隆 機械四丙 106300310 嚴慶隆 機械四丙 106300311 李慕桓
機械三丙 106300311 李慕桓 機械四丙 106300311 李慕桓 機械四丙 106300320 余冠賢
機械三丙 106300320 余冠賢 機械四丙 106300320 余冠賢 機械四丙 106300321 林弘偉
機械三丙 106300321 林弘偉 機械四丙 106300321 林弘偉 機械四丙 106300325 陳定輝
機械三丙 106810036 張善程 機械四丙 106810036 張善程 機械四丙 106810036 張善程
機械三丙 106810037 吳佩恩 機械四丙 106810037 吳佩恩 機械四丙 106810037 吳佩恩
機械三丙 106810038 謝益修 機械四丙 106810038 謝益修 機械四丙 106810038 謝益修
機械三丙 106810041 謝明哲 機械四丙 106810041 謝明哲 機械四丙 106810045 陳奕安
機械三丙 106810045 陳奕安 機械四丙 106810045 陳奕安 機械四丙 106810048 陳柏霖
機械三丙 106810048 陳柏霖 機械四丙 106810048 陳柏霖 電機四甲 106310108 趙紹傑
電機三甲 106310108 趙紹傑 電機四甲 106310108 趙紹傑 電機四甲 106310112 邱奕澂
電機三甲 106310112 邱奕澂 電機四甲 106310112 邱奕澂 電機四甲 106310115 黃朝偉
電機三甲 106310115 黃朝偉 電機四甲 106310115 黃朝偉 電機四甲 106310116 蔡政賓
電機三甲 106310121 吳政樺 電機四甲 106310116 蔡政賓 電機四甲 106310121 吳政樺
電機三甲 106310125 胡志丞 電機四甲 106310121 吳政樺 電機四甲 106310125 胡志丞
電機三甲 106310134 王騏熏 電機四甲 106310125 胡志丞 電機四甲 106310139 石勝丞
電機三甲 106310139 石勝丞 電機四甲 106310134 王騏熏 電機四甲 106310140 陳冠宏
電機三甲 106310140 陳冠宏 電機四甲 106310139 石勝丞 電機四㇠ 106310214 黃裕翔
電機三㇠ 106310206 張翔峻 電機四甲 106310140 陳冠宏 電機四㇠ 106310220 潘沛霖
電機三㇠ 106310214 黃裕翔 電機四㇠ 106310206 張翔峻 電機四㇠ 106310221 王致文
電機三㇠ 106310218 鄭維新 電機四㇠ 106310214 黃裕翔 電機四㇠ 106310223 何季展
電機三㇠ 106310220 潘沛霖 電機四㇠ 106310218 鄭維新 電機四㇠ 106310231 鄭閔鴻
電機三㇠ 106310221 王致文 電機四㇠ 106310220 潘沛霖 電機四㇠ 106310232 張竣宇
電機三㇠ 106310223 何季展 電機四㇠ 106310221 王致文 電機四㇠ 106310239 歐晟宗
電機三㇠ 106310239 歐晟宗 電機四㇠ 106310223 何季展 電機四㇠ 106310451 張君豪
電機三㇠ 106310451 張君豪 電機四㇠ 106310239 歐晟宗 電機四丙 106310306 黃鈞臨
電機三丙 106310305 石宇蕎 電機四㇠ 106310451 張君豪 電機四丙 106310307 吳學儒
電機三丙 106310306 黃鈞臨 電機四丙 106310305 石宇蕎 電機四丙 106310308 賴佳辰
電機三丙 106310307 吳學儒 電機四丙 106310306 黃鈞臨 電機四丙 106310313 丁兆昇
電機三丙 106310308 賴佳辰 電機四丙 106310307 吳學儒 電機四丙 106310323 吳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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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三丙 106310313 丁兆昇 電機四丙 106310308 賴佳辰 電機四丙 106310326 林楷翔
電機三丙 106310320 閻家綸 電機四丙 106310313 丁兆昇 電機四丙 106310337 林俊愷
電機三丙 106310323 吳政倫 電機四丙 106310320 閻家綸 化工四甲 106320105 邱明雄
電機三丙 106310326 林楷翔 電機四丙 106310323 吳政倫 化工四甲 106320108 賴弘宇
化工三甲 106320102 廖文宇 電機四丙 106310326 林楷翔 化工四甲 106320113 黃品洋
化工三甲 106320104 張雅勝 化工四甲 106320102 廖文宇 化工四甲 106320114 鄭裕龍
化工三甲 106320105 邱明雄 化工四甲 106320104 張雅勝 化工四甲 106320118 黃聖迪
化工三甲 106320108 賴弘宇 化工四甲 106320105 邱明雄 化工四甲 106320127 高聖哲
化工三甲 106320114 鄭裕龍 化工四甲 106320114 鄭裕龍 化工四甲 106830004 林璟淳
化工三甲 106320118 黃聖迪 化工四甲 106320118 黃聖迪 化工四㇠ 106320202 黃慈茵
化工三甲 106320131 林晉豪 化工四甲 106320131 林晉豪 化工四㇠ 106320214 詹士翰
化工三甲 106320132 鄧博元 化工四甲 106320132 鄧博元 化工四㇠ 106320216 官政緯
化工三㇠ 106320202 黃慈茵 化工四甲 106830004 林璟淳 化工四㇠ 106320217 林帛億
化工三㇠ 106320204 鄭佩芬 化工四㇠ 106320202 黃慈茵 化工四㇠ 106320223 周禹彤
化工三㇠ 106320209 林志穎 化工四㇠ 106320204 鄭佩芬 化工四㇠ 106320224 林沛瑾
化工三㇠ 106320214 詹士翰 化工四㇠ 106320209 林志穎 化工四㇠ 106320230 黃玨蓉
化工三㇠ 106320216 官政緯 化工四㇠ 106320214 詹士翰 化工四㇠ 106320231 古有呈
化工三㇠ 106320223 周禹彤 化工四㇠ 106320216 官政緯 化工四丙 106320309 夏宥緯
化工三㇠ 106320224 林沛瑾 化工四㇠ 106320223 周禹彤 化工四丙 106320312 莊佩馨
化工三㇠ 106320230 黃玨蓉 化工四㇠ 106320224 林沛瑾 化工四丙 106320317 陳妤芯
化工三丙 106320309 夏宥緯 化工四㇠ 106320230 黃玨蓉 化工四丙 106320318 劉奕姍
化工三丙 106320312 莊佩馨 化工四㇠ 106320231 古有呈 化工四丙 106320321 鄧喬昕
化工三丙 106320317 陳妤芯 化工四丙 106320309 夏宥緯 化工四丙 106320327 吳明哲
化工三丙 106320318 劉奕姍 化工四丙 106320312 莊佩馨 化工四丙 106320328 蔡幸真
化工三丙 106320321 鄧喬昕 化工四丙 106320317 陳妤芯 化工四丙 106320332 曹敏玲
化工三丙 106320327 吳明哲 化工四丙 106320318 劉奕姍 材資四甲 106331005 張瑾瑜
化工三丙 106320328 蔡幸真 化工四丙 106320321 鄧喬昕 材資四甲 106331008 黃彥庭
化工三丙 106320332 曹敏玲 化工四丙 106320327 吳明哲 材資四甲 106331009 高翊庭
材資三甲 106331005 張瑾瑜 化工四丙 106320328 蔡幸真 材資四甲 106331010 黃彥瑋
材資三甲 106331007 余俊宏 化工四丙 106320332 曹敏玲 材資四甲 106331012 黃奕凱
材資三甲 106331008 黃彥庭 材資四甲 106331005 張瑾瑜 材資四甲 106331451 葉俊宏
材資三甲 106331009 高翊庭 材資四甲 106331007 余俊宏 材資四甲 106332011 林靖宜
材資三甲 106331010 黃彥瑋 材資四甲 106331008 黃彥庭 材資四甲 106350020 程崇育
材資三甲 106331012 黃奕凱 材資四甲 106331009 高翊庭 材資四甲 106830012 謝大理
材資三甲 106331028 王伯浩 材資四甲 106331010 黃彥瑋 材資四甲 106830025 張家語
材資三甲 106331034 蔣岳翔 材資四甲 106331012 黃奕凱 材資四甲 106830045 許呈暉
材資三甲 106332011 林靖宜 材資四甲 106331028 王伯浩 材資四甲 106830046 郭峻廷
材資三甲 106830012 謝大理 材資四甲 106331034 蔣岳翔 材資四㇠ 106332006 龍福君
材資三甲 106830025 張家語 材資四甲 106332011 林靖宜 材資四㇠ 106332007 高孟瑀
材資三甲 106830045 許呈暉 材資四甲 106830012 謝大理 材資四㇠ 106332009 陳彥文
材資三甲 106830046 郭峻廷 材資四甲 106830025 張家語 材資四㇠ 106332010 周妍妤
材資三㇠ 106332006 龍福君 材資四甲 106830045 許呈暉 材資四㇠ 106332021 方翊穎
材資三㇠ 106332007 高孟瑀 材資四甲 106830046 郭峻廷 材資四㇠ 106332453 鐘崇恩
材資三㇠ 106332009 陳彥文 材資四㇠ 106332006 龍福君 土木四甲 106340102 廖彥勛
材資三㇠ 106332010 周妍妤 材資四㇠ 106332007 高孟瑀 土木四甲 106340105 吳振瑋
材資三㇠ 106332021 方翊穎 材資四㇠ 106332009 陳彥文 土木四甲 106340107 徐宏文
材資三㇠ 106332453 鐘崇恩 材資四㇠ 106332010 周妍妤 土木四甲 106340112 莊英甫
土木三甲 106340102 廖彥勛 材資四㇠ 106332021 方翊穎 土木四甲 106340117 楊予澔
土木三甲 106340103 鄭宇伸 材資四㇠ 106332453 鐘崇恩 土木四甲 106340123 倪祥豪
土木三甲 106340107 徐宏文 土木四甲 106340102 廖彥勛 土木四甲 106340126 周宛儀
土木三甲 106340109 林士翔 土木四甲 106340103 鄭宇伸 土木四甲 106340127 吳向豪
土木三甲 106340111 石家瑋 土木四甲 106340107 徐宏文 土木四甲 106340128 呂孟勳
土木三甲 106340112 莊英甫 土木四甲 106340109 林士翔 土木四甲 106340148 陳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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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三甲 106340117 楊予澔 土木四甲 106340111 石家瑋 土木四㇠ 106340210 陳致源
土木三甲 106340123 倪祥豪 土木四甲 106340112 莊英甫 土木四㇠ 106340212 翁健庭
土木三甲 106340127 吳向豪 土木四甲 106340117 楊予澔 土木四㇠ 106340219 陳彥蓉
土木三甲 106340128 呂孟勳 土木四甲 106340123 倪祥豪 土木四㇠ 106340226 鄭育銘
土木三甲 106340148 陳垣廷 土木四甲 106340127 吳向豪 土木四㇠ 106340232 王崇
土木三㇠ 106340207 宋冠諭 土木四甲 106340128 呂孟勳 土木四㇠ 106340234 何玗芸
土木三㇠ 106340210 陳致源 土木四甲 106340148 陳垣廷 土木四㇠ 106340240 張育琪
土木三㇠ 106340212 翁健庭 土木四㇠ 106340207 宋冠諭 土木四㇠ 106340450 官竑昱
土木三㇠ 106340215 郭勝維 土木四㇠ 106340210 陳致源 土木四㇠ 106830023 邱仲民
土木三㇠ 106340219 陳彥蓉 土木四㇠ 106340212 翁健庭 分子四 106350005 洪崇瑋
土木三㇠ 106340229 張茹棋 土木四㇠ 106340215 郭勝維 分子四 106350006 劉庭維
土木三㇠ 106340231 陳仲偉 土木四㇠ 106340219 陳彥蓉 分子四 106350017 蕭 禎
土木三㇠ 106340232 王崇 土木四㇠ 106340229 張茹棋 分子四 106350022 盧環璋
土木三㇠ 106340234 何玗芸 土木四㇠ 106340231 陳仲偉 分子四 106350024 朱思磬
土木三㇠ 106340450 官竑昱 土木四㇠ 106340232 王崇 分子四 106350031 張云
分子三 106350005 洪崇瑋 土木四㇠ 106340234 何玗芸 分子四 106350034 陳品臻
分子三 106350006 劉庭維 土木四㇠ 106340450 官竑昱 電子四甲 106360107 謝杰勳
分子三 106350014 謝政穎 分子四 106350005 洪崇瑋 電子四甲 106360113 楊仁甫
分子三 106350017 蕭 禎 分子四 106350006 劉庭維 電子四甲 106360123 黃靖惠
分子三 106350022 盧環璋 分子四 106350017 蕭 禎 電子四甲 106360126 陳柏仰
分子三 106350031 張云 分子四 106350022 盧環璋 電子四甲 106360130 陳良葳
分子三 106350034 陳品臻 分子四 106350024 朱思磬 電子四甲 106360140 葉宸豪
電子三甲 106360107 謝杰勳 分子四 106350031 張云 電子四甲 106360145 林裕國
電子三甲 106360113 楊仁甫 分子四 106350034 陳品臻 電子四㇠ 106360203 曹程富
電子三甲 106360122 謝佳丞 電子四甲 106360107 謝杰勳 電子四㇠ 106360205 邱立綸
電子三甲 106360126 陳柏仰 電子四甲 106360113 楊仁甫 電子四㇠ 106360210 劉紹祥
電子三甲 106360127 童筠 電子四甲 106360122 謝佳丞 電子四㇠ 106360217 賴俊志
電子三甲 106360140 葉宸豪 電子四甲 106360123 黃靖惠 電子四㇠ 106360218 莊詠鈞
電子三甲 106360145 林裕國 電子四甲 106360126 陳柏仰 電子四㇠ 106360229 許家維
電子三㇠ 106360203 曹程富 電子四甲 106360127 童筠 電子四㇠ 106360231 黃思齊
電子三㇠ 106360205 邱立綸 電子四甲 106360131 游庭豪 電子四㇠ 106360241 游翌銘
電子三㇠ 106360209 鍾貞祥 電子四甲 106360145 林裕國 電子四㇠ 106360242 徐旻志
電子三㇠ 106360210 劉紹祥 電子四㇠ 106360203 曹程富 工管四甲 106370105 辜公勤
電子三㇠ 106360217 賴俊志 電子四㇠ 106360205 邱立綸 工管四甲 106370111 賴彥廷
電子三㇠ 106360231 黃思齊 電子四㇠ 106360210 劉紹祥 工管四甲 106370128 莊佳臻
電子三㇠ 106360241 游翌銘 電子四㇠ 106360217 賴俊志 工管四甲 106370132 沈祈翰
電子三㇠ 106360242 徐旻志 電子四㇠ 106360218 莊詠鈞 工管四甲 106370137 賴薪勝
工管三甲 106370105 辜公勤 電子四㇠ 106360229 許家維 工管四甲 106370138 陳詠怡
工管三甲 106370111 賴彥廷 電子四㇠ 106360231 黃思齊 工管四甲 106370140 孫鈺安
工管三甲 106370119 陳詠欣 電子四㇠ 106360241 游翌銘 工管四㇠ 106370204 李珮瑜
工管三甲 106370125 許家綺 電子四㇠ 106360242 徐旻志 工管四㇠ 106370208 伍麒
工管三甲 106370128 莊佳臻 工管四甲 106370105 辜公勤 工管四㇠ 106370210 莫惠鈞
工管三甲 106370137 賴薪勝 工管四甲 106370108 黃家愉 工管四㇠ 106370213 范育瑄
工管三甲 106370138 陳詠怡 工管四甲 106370111 賴彥廷 工管四㇠ 106370216 張瑋芩
工管三甲 106370140 孫鈺安 工管四甲 106370125 許家綺 工管四㇠ 106370234 邱 婷
工管三㇠ 106370204 李珮瑜 工管四甲 106370128 莊佳臻 工管四㇠ 106370450 賴勇先
工管三㇠ 106370213 范育瑄 工管四甲 106370132 沈祈翰 工設四 106381007 戴佳莉
工管三㇠ 106370216 張瑋芩 工管四甲 106370138 陳詠怡 工設四 106381008 黃詩云
工管三㇠ 106370221 黃郁婷 工管四甲 106370140 孫鈺安 工設四 106381011 楊佳雯
工管三㇠ 106370234 邱 婷 工管四㇠ 106370204 李珮瑜 工設四 106381014 張珈瑄
工管三㇠ 106370235 劉毓蒨 工管四㇠ 106370213 范育瑄 工設四 106381018 李晨如
工管三㇠ 106370450 賴勇先 工管四㇠ 106370216 張瑋芩 工設四 106381021 林妤蓁
工設三 106381007 戴佳莉 工管四㇠ 106370221 黃郁婷 工設四 106383001 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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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設三 106381008 黃詩云 工管四㇠ 106370234 邱 婷 工設四 106383023 李岑謙
工設三 106381011 楊佳雯 工管四㇠ 106370235 劉毓蒨 工設四 106840006 陳冠蓉
工設三 106381014 張珈瑄 工管四㇠ 106370450 賴勇先 工設四 106840009 陳奕蓁
工設三 106381018 李晨如 工設四 105383006 莊婷宇 工設四 106840025 李佳諭
工設三 106381021 林妤蓁 工設四 106381007 戴佳莉 建築四 106390007 廖紫羽
工設三 106381023 吳尚新 工設四 106381008 黃詩云 建築四 106390014 張洋睿
工設三 106383023 李岑謙 工設四 106381011 楊佳雯 建築四 106390452 王蘭昊
工設三 106840006 陳冠蓉 工設四 106381014 張珈瑄 建築四 106840012 林玉潔
工設三 106840009 陳奕蓁 工設四 106381018 李晨如 建築四 106840020 林哲全
工設三 106840025 李佳諭 工設四 106381021 林妤蓁 建築四 106840024 林日薇
建築三 105840001 張君睿 工設四 106381023 吳尚新 車輛四 106440002 江榮輝
建築三 106390007 廖紫羽 工設四 106383023 李岑謙 車輛四 106440004 陳亭瑋
建築三 106390014 張洋睿 工設四 106840006 陳冠蓉 車輛四 106440007 林昱璋
建築三 106390452 王蘭昊 工設四 106840025 李佳諭 車輛四 106440014 王琮善
建築三 106840020 林哲全 建築四 105840001 張君睿 車輛四 106440018 張皓翔
建築三 106840024 林日薇 建築四 106390007 廖紫羽 車輛四 106440025 李登弘
車輛三 106440002 江榮輝 建築四 106390014 張洋睿 車輛四 106440026 李逸軒
車輛三 106440007 林昱璋 建築四 106390452 王蘭昊 車輛四 106440049 林 鈞
車輛三 106440015 林威宇 建築四 106840012 林玉潔 車輛四 106810021 許瑞博
車輛三 106440018 張皓翔 建築四 106840020 林哲全 能源四 106450004 蔡鴻凱
車輛三 106440019 邱俊儒 車輛四 106440002 江榮輝 能源四 106450007 王淳民
車輛三 106440025 李登弘 車輛四 106440007 林昱璋 能源四 106450014 江俊宇
車輛三 106440028 彭源旭 車輛四 106440015 林威宇 能源四 106450027 黃昱凱
車輛三 106440046 汪軍諺 車輛四 106440018 張皓翔 能源四 106450028 廖育德
車輛三 106440049 林 鈞 車輛四 106440019 邱俊儒 能源四 106450030 裴翊頎
車輛三 106810021 許瑞博 車輛四 106440025 李登弘 能源四 106450031 陳玄林
能源三 106450004 蔡鴻凱 車輛四 106440028 彭源旭 能源四 106450035 莊仲豪
能源三 106450007 王淳民 車輛四 106440046 汪軍諺 能源四 106450042 謝典恆
能源三 106450017 黃裕誠 車輛四 106440049 林 鈞 英文四 106540003 江詠恩
能源三 106450025 黃主業 車輛四 106810021 許瑞博 英文四 106540019 高筱淇
能源三 106450027 黃昱凱 能源四 106450004 蔡鴻凱 英文四 106540029 歐陽 鈞
能源三 106450028 廖育德 能源四 106450007 王淳民 英文四 106540030 林卓晴
能源三 106450030 裴翊頎 能源四 106450017 黃裕誠 英文四 106540032 王柏傑
能源三 106450035 莊仲豪 能源四 106450025 黃主業 英文四 106540033 李懿芳
能源三 106450042 謝典恆 能源四 106450027 黃昱凱 英文四 106540035 張碩恩
能源三 106810049 林佑錡 能源四 106450028 廖育德 英文四 106540036 蘇真瑩
英文三 106540003 江詠恩 能源四 106450030 裴翊頎 經管四 106570006 賴致瀚
英文三 106540019 高筱淇 能源四 106450035 莊仲豪 經管四 106570011 曾婷莛
英文三 106540029 歐陽 鈞 能源四 106450042 謝典恆 經管四 106570012 王語彤
英文三 106540030 林卓晴 能源四 106810049 林佑錡 經管四 106570014 柳子寧
英文三 106540032 王柏傑 英文四 106540003 江詠恩 經管四 106570017 蔡旻容
英文三 106540033 李懿芳 英文四 106540019 高筱淇 經管四 106570020 陳煜臻
英文三 106540035 張碩恩 英文四 106540029 歐陽 鈞 經管四 106570022 陳怡君
英文三 106540044 賀鈺凌 英文四 106540030 林卓晴 經管四 106570023 黃思婷
經管三 106570006 賴致瀚 英文四 106540032 王柏傑 經管四 106570025 蘇湘婷
經管三 106570011 曾婷莛 英文四 106540033 李懿芳 經管四 106570030 蘇柏維
經管三 106570012 王語彤 英文四 106540035 張碩恩 經管四 106570047 黃佳玟
經管三 106570014 柳子寧 英文四 106540036 蘇真瑩 資工四 106590011 歐陽緒
經管三 106570017 蔡旻容 英文四 106540044 賀鈺凌 資工四 106590023 徐紹崴
經管三 106570020 陳煜臻 經管四 105570045 陳侲光 資工四 106590030 陳姵文
經管三 106570022 陳怡君 經管四 106570006 賴致瀚 資工四 106590035 郭宗育
經管三 106570024 黃筱媛 經管四 106570011 曾婷莛 資工四 106590039 劉政威
經管三 106570025 蘇湘婷 經管四 106570012 王語彤 資工四 106590040 致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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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三 106570026 徐菀若 經管四 106570014 柳子寧 光電四 106650010 陳奕予
經管三 106570030 蘇柏維 經管四 106570017 蔡旻容 光電四 106650034 林炘鴻
資工三 106590011 歐陽緒 經管四 106570020 陳煜臻 光電四 106650035 羅有吉
資工三 106590023 徐紹崴 經管四 106570022 陳怡君 光電四 106650037 張証貿
資工三 106590030 陳姵文 經管四 106570024 黃筱媛 光電四 106650039 吳哲宇
資工三 106590035 郭宗育 經管四 106570025 蘇湘婷 光電四 106650041 毛聿
資工三 106590039 劉政威 經管四 106570026 徐菀若 光電四 106650450 陳沛妤
資工三 106590040 致綱 經管四 106570030 蘇柏維 光電四 106650451 李志彥
光電三 106650010 陳奕予 資工四 106590011 歐陽緒 電資四 106820007 段凱文
光電三 106650034 林炘鴻 資工四 106590023 徐紹崴 電資四 106820008 劉羽
光電三 106650035 羅有吉 資工四 106590025 郭家佑 電資四 106820013 吳又新
光電三 106650037 張証貿 資工四 106590030 陳姵文 電資四 106820014 陳穎漢
光電三 106650039 吳哲宇 資工四 106590035 郭宗育 電資四 106820035 張皓博
光電三 106650041 毛聿 資工四 106590039 劉政威 電資四 106820043 薛又誠
光電三 106650450 陳沛妤 資工四 106590040 致綱 電資四 106820045 楊立任
光電三 106650451 李志彥 光電四 106650010 陳奕予 文發四 106370103 顏玉鳳
電資三 106820006 陳美蓁 光電四 106650034 林炘鴻 文發四 106A50001 柳欣晏
電資三 106820014 陳穎漢 光電四 106650035 羅有吉 文發四 106A50006 松島和美
電資三 106820016 李俊南 光電四 106650037 張証貿 文發四 106A50007 許閔婷
電資三 106820035 張皓博 光電四 106650039 吳哲宇 文發四 106A50011 尤毓菱
電資三 106820043 薛又誠 光電四 106650041 毛聿 文發四 106A50024 蘇世文
電資三 106820044 洪郁軒 光電四 106650450 陳沛妤 文發四 106A50030 胡維軒
電資三 106820045 楊立任 光電四 106650451 李志彥 文發四 106A50039 陳淮瑄
文發三 106370103 顏玉鳳 電資四 106820006 陳美蓁 文發四 106A50451 饒芷閩
文發三 106A50001 柳欣晏 電資四 106820014 陳穎漢 資財四甲 106AB0014 陳冠廷
文發三 106A50006 松島和美 電資四 106820016 李俊南 資財四甲 106AB0016 洪浥耘
文發三 106A50007 許閔婷 電資四 106820035 張皓博 資財四甲 106AB0021 林靜觀
文發三 106A50011 尤毓菱 電資四 106820043 薛又誠 資財四甲 106AB0023 林逸慈
文發三 106A50024 蘇世文 電資四 106820044 洪郁軒 資財四甲 106AB0025 黃棋莉
文發三 106A50030 胡維軒 電資四 106820045 楊立任 資財四甲 106AB0030 張博淮
文發三 106A50039 陳淮瑄 文發四 106370103 顏玉鳳 資財四甲 106AB0031 趙啟方
文發三 106A50451 饒芷閩 文發四 106A50001 柳欣晏 資財四甲 106AB0040 許書誌
資財三甲 106AB0014 陳冠廷 文發四 106A50006 松島和美 資財四甲 106AB0450 李巧柔
資財三甲 106AB0016 洪浥耘 文發四 106A50007 許閔婷 資財四甲 106AB0452 龔昱臻
資財三甲 106AB0021 林靜觀 文發四 106A50011 尤毓菱 資財四甲 106AB0453 游舒方
資財三甲 106AB0023 林逸慈 文發四 106A50024 蘇世文 互動四 106840005 曾婉婷
資財三甲 106AB0025 黃棋莉 文發四 106A50030 胡維軒 互動四 106840007 朱致萱
資財三甲 106AB0030 張博淮 文發四 106A50039 陳淮瑄 互動四 106840013 游佳蓁
資財三甲 106AB0031 趙啟方 文發四 106A50451 饒芷閩 互動四 106840018 劉沛誼
資財三甲 106AB0040 許書誌 資財四甲 106AB0014 陳冠廷 互動四 106AC1008 闕均丞
資財三甲 106AB0450 李巧柔 資財四甲 106AB0016 洪浥耘 互動四 106AC1012 林庭宇
資財三甲 106AB0452 龔昱臻 資財四甲 106AB0021 林靜觀 互動四 106AC1023 林秀靜
資財三甲 106AB0453 游舒方 資財四甲 106AB0023 林逸慈 互動四 106AC2005 佘尚恩
互動三 106840005 曾婉婷 資財四甲 106AB0025 黃棋莉 互動四 106AC2016 王品筑
互動三 106840007 朱致萱 資財四甲 106AB0030 張博淮 互動四 106AC2022 劉佳潁
互動三 106840015 張瑋芳 資財四甲 106AB0031 趙啟方
互動三 106840018 劉沛誼 資財四甲 106AB0040 許書誌 電子四丙 106360710 左子平
互動三 106AC1008 闕均丞 資財四甲 106AB0450 李巧柔 電子四丙 106360711 陳柏洋
互動三 106AC1012 林庭宇 資財四甲 106AB0452 龔昱臻 電子四丙 106360715 楊竣崴
互動三 106AC1023 林秀靜 資財四甲 106AB0453 游舒方 電子四丙 106360733 陳弘麒
互動三 106AC2005 佘尚恩 互動四 106840005 曾婉婷 電子四丙 106360704 游季翰
互動三 106AC2016 王品筑 互動四 106840007 朱致萱 電子四丙 106360701 游煒
互動三 106AC2022 劉佳潁 互動四 106840013 游佳蓁 電子四丙 106360729 吳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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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四 106840015 張瑋芳 電子四丙 106360750 陳致傑
電子三丙 106360710 左子平 互動四 106840018 劉沛誼 電子四丙 106360728 廖晨佑
電子三丙 106360715 楊竣崴 互動四 106AC1008 闕均丞 電子四丙 106360713 王剡家
電子三丙 106360711 陳柏洋 互動四 106AC1012 林庭宇 工管四丙 106370715 蘇煥淇
電子三丙 106360733 陳弘麒 互動四 106AC1023 林秀靜 工管四丙 106370727 陳莉心
電子三丙 106360704 游季翰 互動四 106AC2005 佘尚恩 工管四丙 106370731 蕭子芸
電子三丙 106360701 游煒 互動四 106AC2016 王品筑 工管四丙 106370726 林思蕙
電子三丙 106360729 吳孟庭 互動四 106AC2022 劉佳潁 工管四丙 106370744 陳姿
電子三丙 106360750 陳致傑 工管四丙 106370706 胡家愷
電子三丙 106360713 王剡家 電子四丙 106360710 左子平 工管四丙 106370713 陳以蓁
電子三丙 106360707 潘柏諺 電子四丙 106360711 陳柏洋 工管四丙 106370745 洪梓翔
電子三丙 106360728 廖晨佑 電子四丙 106360715 楊竣崴 工管四丙 106370722 陳軒佑
工管三丙 106370715 蘇煥淇 電子四丙 106360733 陳弘麒 工管四丙 106370759 姜以珊
工管三丙 106370727 陳莉心 電子四丙 106360704 游季翰 工管四丙 106370729 陳廷威
工管三丙 106370731 蕭子芸 電子四丙 106360701 游煒 資財四㇠ 106AB0731 許雅淑
工管三丙 106370726 林思蕙 電子四丙 106360729 吳孟庭 資財四㇠ 106AB0716 許家瑄
工管三丙 106370744 陳姿 電子四丙 106360750 陳致傑 資財四㇠ 106AB0715 徐翊瑛
工管三丙 106370722 陳軒佑 電子四丙 106360713 王剡家 資財四㇠ 106AB0718 曾嘉敏
工管三丙 106370721 林亮沂 電子四丙 106360728 廖晨佑 資財四㇠ 106AB0710 廖昱晴
工管三丙 106370745 洪梓翔 電子四丙 106360707 潘柏諺 資財四㇠ 106AB0722 張紓晨
工管三丙 106370706 胡家愷 工管四丙 106370715 蘇煥淇 資財四㇠ 106AB0781 林柏杰
工管三丙 106370713 陳以蓁 工管四丙 106370727 陳莉心
工管三丙 106370729 陳廷威 工管四丙 106370731 蕭子芸
資財三㇠ 106AB0731 許雅淑 工管四丙 106370726 林思蕙
資財三㇠ 106AB0716 許家瑄 工管四丙 106370744 陳姿
資財三㇠ 106AB0715 徐翊瑛 工管四丙 106370706 胡家愷
資財三㇠ 106AB0723 廖于瑄 工管四丙 106370722 陳軒佑
資財三㇠ 106AB0718 曾嘉敏 工管四丙 106370721 林亮沂
資財三㇠ 106AB0736 黃聿君 工管四丙 106370713 陳以蓁
資財三㇠ 106AB0710 廖昱晴 工管四丙 106370745 洪梓翔

工管四丙 106370729 陳廷威
資財四㇠ 106AB0731 許雅淑
資財四㇠ 106AB0716 許家瑄
資財四㇠ 106AB0715 徐翊瑛
資財四㇠ 106AB0723 廖于瑄
資財四㇠ 106AB0718 曾嘉敏
資財四㇠ 106AB0710 廖昱晴
資財四㇠ 106AB0736 黃聿君

＊本名單由教務處註冊組及進修部提供

進修部學優專班

進修部學優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