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班級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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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10212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甲 4A652081 林○孝

6801025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甲 4A652082 黃○智

7001041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甲 4A652085 徐○凱

67010225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甲 4A652087 張○諭

61010986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甲 4A652089 謝○錦

56010381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甲 4A652090 林○翌

60010172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乙 4A652083 楊○行

70010058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乙 4A652084 林○賢

68010122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乙 4A652086 佘○鈞

61010138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乙 4A652088 趙○緒

67010329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一乙 4A652091 陳○圻

67040034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67 姚○丞

5204078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68 張○成

63040010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73 施○亘

66040019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75 洪○澤

58040016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76 陳○廷

7109027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77 王○文

6109010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78 李○霖

68090789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80 葉○煌

64090495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82 白○博

68090644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83 陳○婷

70090298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86 吳○蓁

68091035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89 楊○晟

6509012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91 邱○傑

71170690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94 陳○安

68170600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95 匡○穎

6817002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96 陳○軒

68170706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97 黃○馨

61173192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甲 4A655099 朱○貞

6804050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64 尤○惟

70040356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65 馬○宏

70040300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66 陳○閔

6504013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69 許○程

6104062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70 吳○哲

61040655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71 洪○安

6504001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72 王○瑀

66040114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74 李○邦

7009121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79 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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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90974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81 鄭○璇

51090202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84 潘○雲

68091174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85 江○瑢

56090341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87 陳○傑

67090380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88 李○瑄

68090532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90 黃○懿

67530057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92 張○維

7117079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93 吳○昌

68170234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一乙 4A655098 鄭○勳

55050004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089 郭○齊

56050076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090 曾○展

67050047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092 鄭○豪

6805011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093 陳○霖

68050098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095 郭○謙

7005014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097 何○凡

7005007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099 凌○凊

6605002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02 程○盟

65050008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03 劉○瑞

6805002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06 林○佑

6505010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08 孫○靖

65050137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09 魏○勝

60050016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12 彭○恩

61050108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14 王○荃

7005006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甲 4A640118 陳○汝

67050019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091 林○緯

6805006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094 劉○彤

6805006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096 戴○安

7005010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098 李○翰

70050097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00 曹○顯

70050076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01 王○祐

65050037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04 江○懋

6505004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05 呂○毅

68050054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07 林○筠

66050029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10 賴○宏

5205005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11 戴○麟

58050064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13 張○喆

62050019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15 梁○楷

5205009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16 線○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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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5004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一乙 4A640117 徐○翰

70090764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61 蘇○崴

66090146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63 鄒○真

68090909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67 陳○璇

68090105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68 陳○雯

68120112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69 劉○君

68120063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72 賴○樺

67120062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73 蔡○婷

59120011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74 李○瑄

61120219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76 何○慧

61120260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79 侯○儒

61120296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80 陳○涵

65120021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82 潘○琳

67120109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85 蘇○婷

73120020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86 陳○

71120030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88 許○芳

68120149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90 黃○慈

61150471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93 詹○凱

52150258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94 李○澤

61530135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099 孫○彤

66150158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100 林○筑

56150234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甲 4A6I0101 段○甄

61540038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60 呂○富

57090946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62 劉○妘

75090232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64 李○萱

69090106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65 游○品

70090071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66 伍○萱

68120138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70 朱○潔

55120013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71 陳○語

59120069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75 周○詩

61120199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77 羅○溶

61120355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78 鄒○馨

65520015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81 陳○鈴

67120025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83 王○美

67120038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84 羅○涵

57120134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87 郭○盈

68120009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89 柳○廷

68120101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91 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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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0064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92 陳○庭

67150111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95 徐○翔

61150392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96 吳○儂

66150094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97 李○琪

66150073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一乙 4A6I0098 張○米

61050144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72 劉○謙

68050090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73 王○竣

65050105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75 周○言

65100248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80 王○騰

52100009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82 姚○廷

65100190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87 黃○荏

55100106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88 蔡○霖

68140060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2 龍○瑩

68140100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3 侯○聖

56140110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4 吳○筠

60140008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5 方○杰

59140026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6 邱○晏

70140070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7 蕭○爵

68140085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8 梁○彰

70140072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099 呂○璋

68140106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101 張○豪

68140135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103 吳○睿

68140067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104 黃○磊

68140228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106 溫○翰

51140003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甲 4A6H0107 蔡○恩

70050050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71 陳○嘉

68050094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74 胡○睿

68050033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76 李○錫

55100006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77 陳○傑

68100033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78 陳○蓁

65100062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79 賴○瑄

61100063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81 陳○安

64100131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83 林○羽

64100122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84 劉○馥

52100244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85 蔡○芯

65100194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86 李○蔚

52100081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89 于○勝

52100239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90 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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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00209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091 江○春

68140102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100 邱○誼

68140079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102 林○琪

68140087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105 蔡○傑

56140119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108 楊○宣

68140065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一乙 4A6H0109 鄭○艷

7109018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75 李○樺

6209008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76 葉○慧

63090047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78 柯○良

57090160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79 韓○安

71090027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80 陳○璉

6809072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84 謝○寧

69090161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87 吳○津

67090361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91 傅○容

65090090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92 賴○評

61092279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93 鄧○芬

6909012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95 方○珊

6709039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96 陳○

6809021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099 黃○銘

68090124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00 蔡○宏

73090112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01 許○維

5709018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03 曾○喬

68530077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04 林○真

68130111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08 鄭○玲

68130191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09 王○玉

6813027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10 王○晴

52150509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11 吳○柔

5615010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16 張○毓

57150061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甲 4A670117 何○垣

56090007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74 何○瑩

6409097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77 王○慈

6809076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81 王○醇

6009032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82 鄭○誠

7309010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83 邱○淯

68090261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85 宋○燕

68090309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86 黃○

69090013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88 陳○舜

69090117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89 鍾○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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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90349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90 謝○名

67090414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94 王○鈺

70090138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97 陳○仁

71090024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098 王○筑

66090170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02 楊○秋

68530049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05 鄭○欣

6752004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06 苗○瑜

62130143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07 蕭○瑜

61150706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12 林○諍

57530030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13 曾○涵

51150099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14 張○辰

57550005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15 徐○

68150192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一乙 4A670118 葉○岑

61091682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69 黃○芸

7309053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70 鄭○華

64090579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71 朱○容

6809055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73 卓○翔

68090714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74 蘇○玹

67090064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78 吳○芹

52540019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81 杜○宜

58150054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83 盧○芸

61150398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84 楊○螢

61150422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85 李○涵

63550017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86 伍○儀

57150177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87 羅○玲

68150128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94 吳○昕

6615002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96 蔡○容

6415014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97 陳○翔

67150089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098 陳○彤

62530062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100 邵○誠

64150057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101 胡○瑜

5617021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105 陳○浚

57170854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106 沈○芸

55170281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107 周○欣

71171069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甲 4A6B0108 楊○柔

6409007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68 潘○祺

68090397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72 陳○蓉

6809068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75 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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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90243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76 林○慈

64090133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77 林○軒

57090528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79 劉○澄

5609026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80 楊○晴

61150487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82 蔡○凱

61150623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88 張○麟

67150138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89 曾○倫

68150201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90 許○偉

641501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91 吳○綉

57150077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92 林○隆

73150024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93 陳○棠

57150371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95 曾○森

5115007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099 林○威

66150027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102 張○婷

6153028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103 江○琦

56170152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104 謝○禎

6817074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109 蘇○君

6417043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一乙 4A6B0110 吳○菁

7001043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65 林○凱

5401050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66 黃○嶸

61010826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67 吳○諭

61010327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68 温○珩

66010180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69 顏○皓

65030228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70 藍○翔

65030142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71 何○晏

68030115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74 黃○銘

62030030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77 劉○齊

6403003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78 王○穎

67030191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81 戴○福

67030156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82 黃○奕

67510092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83 李○蒼

70040272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84 宋○旻

71040459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87 李○郁

68040008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90 陳○宇

68040076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91 游○恩

61040366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94 簡○偉

5704016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098 盧○謙

72040036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101 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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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4033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103 曾○庭

7004053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108 潘○諺

65040077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甲 4A6L0109 陳○安

71010022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64 李○華

66030005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72 劉○澄

68030099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73 吳○丞

69030042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75 林○禾

69030070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76 邱○翔

68030152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79 王○粲

67030028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80 陳○銘

70040208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85 石○修

70040324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86 謝○翔

58040151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88 周○樵

74040071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89 鄭○勛

66510049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92 林○偉

65040090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93 施○鵬

61041290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95 侯○元

61041157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96 張○楹

6704002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97 林○脩

6104133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099 童○澔

57040304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100 林○陽

68040193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102 廖○崴

70040201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104 金○瑾

65040089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105 吳○峻

65040099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106 吳○峰

65040046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一乙 4A6L0107 卓○瑜

70040599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087 陳○生

52510245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088 謝○叡

66510037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089 戴○宇

61040865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091 吳○冠

59040194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093 榮○凱

68070112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098 吳○陽

70070742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099 張○昀

64070119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102 巫○瑜

56078001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104 蔡○洋

62070169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105 鄭○妤

62070030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甲 4A6K0106 李○瑩

54510009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086 程○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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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10070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090 張○郡

70040159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092 許○禎

70040613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094 張○涵

66040005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095 陳○育

61070593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096 王○

56070155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097 洪○軒

61071342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100 呂○庭

65070148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101 羅○萁

61071253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一乙 4A6K0103 黃○賢

5956000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67 張○嘉

6609015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68 許○怜

6609072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70 吳○蓉

6809008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73 吳○旻

7009078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74 洪○恩

6809050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75 李○峻

6809000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76 洪○婷

6909017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78 賴○辰

5709048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79 林○崙

6609071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81 黃○瑋

6609061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82 賴○妤

6309019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85 尤○慈

6709036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87 龔○億

7509003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88 朱○蘭

6809031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90 蕭○怡

7109048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94 鄭○霓

6909006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097 邱○文

7015024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101 安○凡

6117076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104 羅○婷

7217040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105 陶○維

701701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106 杞○倫

5717026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110 許○琪

6517026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甲 4A6D0112 顏○舜

6409046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69 鐘○榛

7009034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71 黃○

6809046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72 陳○伶

6709057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77 余○雯

5709058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80 張○沛

5709006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83 李○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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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9012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84 李○婕

6609026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86 吳○芸

6909000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89 王○方

6809036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91 曾○宏

6509018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92 黃○凱

6809098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93 蕭○瑜

75530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95 郭○玲

7009009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96 陳○芳

6615017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98 程○順

6615012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099 陳○瑄

6615014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100 黃○綾

6817081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102 陳○文

7017094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103 劉○辰

6417014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107 徐○伶

6817057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108 謝○蓉

7517000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109 張○瑜

6817111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一乙 4A6D0111 藍○蓉

57070250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1 吳○家

59070153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2 呂○賢

71070049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3 黃○瑋

61070245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4 葉○婷

61070072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5 潘○羚

62070035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6 黃○瑄

54070388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7 許○豪

61071496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8 林○渝

67090196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49 吳○達

68090678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50 許○甫

64091002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51 廖○熏

52090489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61D052 林○箴

7204015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089 陳○尹

6009008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099 陳○融

6609020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02 周○汝

67090222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03 涂○富

68090990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04 鄭○升

6809082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05 陳○倫

61091567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07 馬○高

52090262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12 李○璇

6809036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13 許○澄

第 10 頁，共 31 頁



 106學年度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班級學號

報名序號 系組全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6809034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14 顏○昕

6609032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22 蔡○哲

6309070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23 邱○菁

70090702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29 謝○勳

68090020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31 朱○珊

62090234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38 黃○懋

70091003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39 楊○瑜

51090148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40 黃○玲

57150242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43 李○璇

7015007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45 劉○妤

67150099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甲 4A680146 李○妊

6104052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093 廖○宏

68090793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094 黃○興

7109040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095 王○荃

6009038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098 劉○明

6109189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00 吳○儒

6009036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09 張○茹

69090018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15 楊○雯

6709020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17 方○

6609042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21 陳○傑

7009102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24 林○敏

6609012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25 許○禎

67090143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28 陳○真

68091188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33 陳○靖

68530053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34 杜○婕

5209114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35 王○麟

74090134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36 林○瑜

7109050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37 古○安

64090877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41 黃○晏

6815021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47 邱○喬

68150140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丙 4A680148 李○庭

70040154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090 廖○琪

6804019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091 郭○偉

72040234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092 林○彤

71090007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096 郭○畇

73090454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097 黃○澔

6609028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01 許○愷

68090777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06 黃○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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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91527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08 劉○愷

60090430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10 洪○傑

57090809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11 丁○峰

67090061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16 陳○茹

68090526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18 蘇○涵

68090912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19 黃○婕

68091102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20 張○宭

67090163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26 何○芸

67090075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27 連○妤

68090580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30 侯○欣

64530039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32 葉○瑩

54090908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42 吳○樺

70150187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一乙 4A680144 盧○慧

58090085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1 葉○婷

60090449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2 邱○慧

75090101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3 朱○韶

68530028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4 潘○安

63090461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5 林○諺

63090533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6 吳○瑜

68100090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7 陳○俞

68100062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8 張○緹

68100146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29 林○憲

68100178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30 郭○涵

60130016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31 張○瑜

57130454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32 吳○萱

70130436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一甲 4A61E033 張○尤

70091132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64 汪○慧

59090352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66 曾○軒

64090207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69 李○軒

68090796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71 黃○翌

54090301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72 歐○孜

68090704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74 蔡○瑄

68090676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75 陽○昕

68090133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77 林○婷

61091231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82 楊○丞

61091583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83 呂○皓

66090017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85 廖○玲

67150058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88 濮○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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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50026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89 林○柔

64150068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90 張○紘

68150257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94 盧○慈

68150222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95 謝○伃

58530035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96 黃○

60150046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97 吳○蓉

64160008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099 洪○茵

57540037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100 李○揚

61160272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甲 4A660101 戴○璇

70090642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65 沈○英

66090118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67 李○娟

68090025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68 郭○綺

69090150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70 林○均

69090006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73 林○妤

68090305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76 康○華

64090233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78 黃○潔

64090265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79 陳○均

65090210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80 游○如

73090162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81 蔡○慧

66090109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84 沈○君

68090997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86 董○齊

67150070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87 王○玲

61150468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91 温○亘

65150067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92 賴○亘

59530008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93 何○璇

61160269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098 黃○婷

57160042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102 劉○萱

58160029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103 馬○琇

61160276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一乙 4A660104 杜○沛

65010080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087 黃○茗

71010134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090 吳○榮

58030036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092 賴○熙

68070292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093 陳○

68070349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095 蘇○瑞

70070329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100 李○承

70070646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101 楊○碩

61070650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102 張○瑄

61070290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104 陳○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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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70241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甲 4A61C105 吳○蓁

65010065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88 詹○傑

70010343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89 李○霖

70030384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91 黃○宸

62070082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94 劉○妤

68070633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96 洪○亞

57070526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97 林○庭

68070497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98 沈○嫺

70070097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099 阮○瑋

65070081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一乙 4A61C103 陳○惠

58070145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43 李○霖

61070764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44 陳○蓉

61070162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45 王○筠

70070154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46 許○晴

54070525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47 李○菁

66070138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48 張○誠

66070166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49 鍾○芬

61071591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0 黃○雯

70070117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1 葉○妘

57070574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2 詹○云

67070035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3 詹○柔

68070280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4 林○瑜

57070392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5 李○妤

55090369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6 周○樺

65200006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7 張○瑄

61200037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一甲 4A6J3058 蔡○蓓

68070361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0 吳○姍

61071249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1 李○瑩

61071197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2 邱○蓁

63070149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3 林○萱

53071150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4 吳○俐

52070037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5 張○誠

7007069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6 李○芳

71070173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7 黃○媚

67070215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8 楊○禎

69070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59 廖○琳

68070214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0 許○哲

58070105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1 廖○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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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70908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2 林○妤

61070780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3 王○觀

55070233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4 黃○儀

51070055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5 吳○芬

65090053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6 蔡○真

64090022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一甲 4A6J2067 吳○輝

54070348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1 楊○智

54070380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2 黃○媛

70070593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3 莊○如

58070187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4 黃○于

57070514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5 王○嫺

68070609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6 王○棠

64070163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7 梁○菁

53070842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8 游○安

67070243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49 何○蓉

71070109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0 傅○晨

61070186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1 洪○祥

67070038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2 詹○捷

61070732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3 黃○銓

69090017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4 楊○琪

64090504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5 邱○斐

67170303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6 郭○澤

57171430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一甲 4A6J5057 彭○盈

70090001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64 李○任

66090627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66 李○綺

6854000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68 鄭○靜

52530104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71 陳○先

64540006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72 梁○瑄

68090887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74 黃○信

6809056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75 鄭○靖

52091276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76 謝○珊

67090351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77 郭○禎

75090090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78 林○燕

57090222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80 林○鶯

68091202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82 陳○琳

59090212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83 陳○宇

67090357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86 黃○萍

65090030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88 張○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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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90445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90 翁○婕

66090361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94 陳○程

5209149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98 李○萱

70150032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099 黎○菱

56150139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甲 4A6A0102 劉○瑄

64091001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65 王○慧

61091576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67 林○羽

71540004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69 曾○雯

54540006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70 林○慧

5609001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73 郭○佑

58090215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79 陳○羽

66090166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81 顏○瑜

7009090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84 林○宇

66090719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85 黃○升

52090939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87 楊○妤

69090091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89 林○秀

65090286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91 江○庭

68090978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92 柯○姿

67090150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93 賴○絃

7053005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95 莊○筑

68090038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96 高○茵

6809115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097 康○萱

68150273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100 魏○生

56150097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一乙 4A6A0101 熊○翔

66510013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77 歐○綾

68030153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79 葉○駿

72510006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80 林○宸

65030238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82 陳○瑋

68040240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85 王○舜

57040273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87 張○銓

70040297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89 沈○渝

72040068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91 李○鳴

70040131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94 王○傑

70040219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95 王○宏

68040082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099 林○清

68040459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00 林○揚

67530048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01 曾○祺

63090282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02 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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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0028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06 曾○祥

64090118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08 陳○榮

68090434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11 蔡○心

68090809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13 陳○妡

73090327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14 張○軒

62090178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17 鄭○政

66090623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甲 4A6G0118 黃○智

68030112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78 楊○華

70030352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81 陳○任

59040324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83 張○瑜

66510044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84 陳○

70040734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86 楊○澤

70040133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88 陳○齊

71040545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90 黃○輔

70040051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92 蘇○洹

74040101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93 孫○睿

70040412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96 程○翔

68040289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97 吳○蒼

68040070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098 周○安

63090322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03 黃○和

68530123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04 蔡○杰

69090050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05 洪○綸

66090533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07 蕭○承

61092544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09 洪○恩

64090996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10 鄭○豪

67090132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12 呂○毅

66090271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15 孫○揚

64090310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一乙 4A6G0116 陳○瑋

67070197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78 吳○慈

61071116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80 彭○琪

65070072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83 賴○星

70070933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84 吳○譯

52070669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85 廖○蘅

53070922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86 張○淳

5707063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89 温○蓉

68070629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90 汪○慈

65070224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91 許○溦

73090087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93 黃○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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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91005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94 陳○瑜

70090402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97 蔡○姍

71090040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099 林○貞

6809092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102 黃○玲

6409015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104 趙○芳

60090095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105 謝○雯

61200105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108 潘○羽

52200133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110 陳○任

6520000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甲 4A6F0112 謝○五

59070165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76 李○宜

56070104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77 陳○茹

61070692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79 洪○

61070613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81 林○溱

65070113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82 陳○羽

5307097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87 徐○喆

5307095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88 廖○軒

63090169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92 吳○欣

67090329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95 葉○敏

6409045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96 顏○羽

69090054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098 趙○翔

75090215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00 郭○捷

70090178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01 方○慧

64090162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03 林○稜

70090527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06 朱○豪

68090939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07 林○穎

61200057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09 李○毅

54200005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11 林○朵

61200005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一乙 4A6F0113 黃○慈

61040771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02 方○頡

68040285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07 戴○瑋

7004065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11 王○宇

72040282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12 徐○溢

65090463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14 張○旻

67090602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20 張○達

68530095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22 黃○齊

68090843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23 陳○焌

6809025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28 徐○庭

70090190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30 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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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90231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32 嚴○誠

6709012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36 張○博

67090410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40 盧○賢

5209182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43 陳○璟

6609004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46 鍾○峻

68090598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49 陳○樺

68090145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50 王○瑩

61092600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52 周○箴

66090347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54 蔡○勳

6409015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55 王○洋

58090321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59 洪○誠

56090443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甲 4A690163 謝○諺

68040332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00 吳○旭

65040018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03 洪○哲

65040073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04 徐○哲

7004009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09 吳○承

7204008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10 陳○睿

54040177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13 吳○宏

68090188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17 林○嘉

68090891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18 楊○婷

59090137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21 林○陞

62090225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27 陳○祥

70090215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31 謝○澤

68090342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35 潘○文

68090880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37 蘇○珍

67090358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38 林○豪

6609057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41 黃○穎

6609046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42 林○賢

67090321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45 李○源

68090698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47 莊○儒

6809059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48 王○萍

67090270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51 王○榕

61091642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丙 4A690156 劉○霖

7004050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099 周○立

6504010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01 朱○翔

6804001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05 郭○男

68040457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06 吳○緯

68040313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08 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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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9007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15 何○玲

7009089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16 鄭○清

6809089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19 許○誼

68090608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24 王○

70090876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25 謝○翰

54090397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26 林○駿

68090291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29 葉○靜

69090090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33 蘇○元

6909003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34 莊○偉

67090494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39 高○揚

6709024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44 潘○儀

6609032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53 張○鈞

61092110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57 陳○安

59090042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58 游○鴻

57090775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60 陳○儒

75090043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61 邱○珊

64090819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一乙 4A690162 吳○諭

69030114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56 黃○威

70030198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61 洪○文

67040001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62 廖○翔

70040742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64 郭○豪

70040237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66 黃○毓

69040015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0 陳○任

52040853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1 范○呈

65040123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2 李○維

58040165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5 葉○宇

68040325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6 陳○瑋

68040018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7 戴○賢

68040508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8 黃○呈

67510119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79 賴○翔

72040270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81 楊○龍

68040539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82 陳○杰

70040224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85 侯○呈

70040216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86 陳○祐

61510060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89 葉○霖

61041390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91 劉○彬

72510030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94 李○瑜

73040148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甲 4A639096 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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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10009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55 朱○慶

68030257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57 鄭○凱

70030412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58 連○丞

68030033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59 楊○鈞

68030211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60 樊○君

70040661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63 張○銘

68040454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65 賴○文

70040109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67 楊○宇

69040019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68 毛○丞

69040079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69 高○穎

65040107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73 黃○新

61040103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74 陳○億

72040246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80 高○鴻

52510308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83 鄭○弘

70040160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84 李○均

68510005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87 李○澤

62040064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88 邵○翰

70040598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90 黃○瑜

61041122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92 林○帆

62040290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93 陳○綺

66040116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一乙 4A639095 林○楓

57040497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36 岳○予

68040556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37 張○禎

70040652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38 蘇○民

67040046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39 張○雯

64040058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0 陳○豪

61040332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1 鄭○祥

57040596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2 陳○霖

52040859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3 莊○柏

57040422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4 馮○興

70040621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5 楊○維

66040084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6 賴○家

67040076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一甲 4A637047 張○繕

56040427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25 林○亘

68510115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26 洪○麒

70040152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27 羅○廷

68040487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28 吳○育

68040108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29 鄧○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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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40061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0 郭○智

61041307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1 張○翊

64040197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2 陳○宇

68040373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3 蔡○倫

71040393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4 陳○仁

61510186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5 鄭○仁

65040071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6 溫○銘

68040444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7 郭○豪

65040033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8 黃○欽

66040097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39 楊○勛

64040032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一甲 4A63A040 梁○齊

70040625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43 翁○佑

60040131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44 謝○鴻

57040466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45 魏○杰

57040061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46 徐○杰

54040520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47 邱○芯

68040473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48 薛○峰

68040357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49 林○章

70040270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0 林○翰

71040054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1 孔○羽

56040411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2 于○崴

61040571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3 陳○穎

66510034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4 林○庭

67040022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5 廖○瑋

67510040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6 林○毅

72040250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7 馮○鈞

70040050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8 何○均

61041039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59 曹○瑋

57040561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一甲 4A636060 彭○田

65030207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34 施○仰

67030171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35 陳○曼

51030004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36 林○崴

68030052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37 吳○杰

64030049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38 周○錡

60030075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39 蕭○洋

57030085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0 范○豪

74030069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1 劉○廷

70030411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2 王○傑

第 22 頁，共 31 頁



 106學年度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班級學號

報名序號 系組全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70030159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3 黃○豐

63030017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4 黃○鈞

66510043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5 詹○評

66510063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6 王○毅

66510071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7 林○翰

66510035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8 邱○煜

64030073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49 鄭○旻

65030047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50 張○峰

70040309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51 潘○蓁

71040441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52 康○喬

56040383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53 唐○

67040066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54 凃○凱

70040038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55 葉○原

70040705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一甲 4A627056 曾○僑

61010874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甲 4A62C089 陳○笙

61010400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甲 4A62C090 楊○翰

69010061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甲 4A62C092 林○盛

67010153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甲 4A62C094 張○綸

52030539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甲 4A62C095 蘇○翔

61030032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甲 4A62C101 柯○亘

65010262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091 張○聞

68010526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093 葉○昇

68510113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096 李○霖

66030063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097 鍾○學

68030109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098 汪○杰

68030008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099 陳○文

68030024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0 馮○禎

68030083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2 林○諺

68030095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3 李○叡

68030023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4 王○豪

70030399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5 史○維

70030208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6 林○儒

67510107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7 鄭○成

61040656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8 劉○緯

60040047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09 劉○揚

70040726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10 周○勳

68040560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11 陳○棋

68040077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12 薛○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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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1043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一乙 4A62C113 李○軒

64030141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38 陳○豪

65030214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39 曹○閔

66030072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0 陳○瑞

63030097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1 林○翰

67510123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2 劉○宏

70030224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3 張○軒

70030183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4 陳○誠

70030355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5 陳○全

68030302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6 吳○軒

68030031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7 張○愷

72030036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8 陳○名

61030199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49 張○軒

57030091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0 許○凱

52030234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1 余○庭

65030034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2 陳○鴻

65030017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3 黃○樂

68030048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4 謝○穎

68030204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5 蔡○宇

68030172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6 戴○豪

70030426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7 蕭○仁

68030101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8 蔡○慶

68030057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59 王○傑

67030121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60 蘇○傑

65030108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61 陳○啟

66030004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62 李○湋

52030519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一甲 4A628063 周○倫

60010086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78 韋○泰

68010049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82 蔡○維

68010377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83 張○蔚

52020317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85 楊○維

67020082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87 林○賢

67020110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88 黃○哲

70020138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92 黃○杰

70020274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93 陳○廷

70020337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96 曾○成

71020270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98 張○承

72020078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099 葛○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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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20005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00 李○緯

61020568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02 陳○豪

57020162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04 劉○豪

61020022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07 丁○政

61020618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08 李○陞

68030049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13 黃○源

70030194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14 朱○豪

70030170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15 陳○禎

65030135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甲 4A615117 周○德

66010084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79 廖○翔

68010536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80 余○臣

64010469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81 林○澤

61020005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84 張○翔

52020489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86 李○陞

68020107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89 陳○偉

70020156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90 林○翰

70020344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91 林○瑞

70020015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94 陳○榮

70020034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95 吳○賢

72020180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097 陳○宇

67020124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01 呂○赫

57020106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03 陳○翰

61020601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05 蔡○謙

61020035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06 李○銘

61020620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09 張○銘

70020043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10 黃○融

72020029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11 陳○緯

67030138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12 蔡○霖

68510033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一乙 4A615116 顏○綸

68010796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81 陳○廷

61010009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83 林○宇

61010573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84 李○陞

65010034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85 梁○翔

66010116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88 賴○浩

68010737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92 黃○昇

68010046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93 楊○翰

68010564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95 張○緯

67010127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97 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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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0017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098 洪○福

55010312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02 江○憲

68010678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03 李○諺

68010662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05 張○瑋

65010151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08 洪○家

66010118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10 廖○儀

70010134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16 楊○富

52020005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17 賴○緒

67020133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18 吳○町

68510026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20 莊○恩

64030045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21 林○貴

70030055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甲 4A612122 陳○軒

61010069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82 鄭○謙

65010014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86 詹○翰

64010458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87 倪○志

66010112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89 羅○毅

61010804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90 林○笙

67010006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91 林○民

68010142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94 蔡○軒

67010249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96 侯○佑

72010151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099 郭○柔

70010090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00 郭○昇

68010143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01 蘇○凱

68010654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04 徐○安

68010349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06 楊○中

64010296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07 呂○瑋

56010093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09 邱○宥

68010211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11 楊○穎

68010371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12 謝○友

68010607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13 林○玄

70010234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14 戴○宏

67010141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15 魏○佑

67020081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一乙 4A612119 劉○軒

6801024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63 邱○騄

64010308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66 林○祺

64010463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73 王○程

67010198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74 鄧○璇

68010169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75 黃○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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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10005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76 黃○銘

6101020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77 張○昕

72010150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78 陳○任

54010434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79 張○維

52010135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80 劉○甫

54010476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81 葉○寬

7001047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83 郭○宏

70010461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85 楊○存

68010653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86 陳○廷

6801079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87 陳○豐

65010029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90 謝○霖

6401005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91 曾○麟

60010098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95 呂○駿

61010134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096 陳○志

66030024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101 陳○明

64030201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102 柯○超

59030063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甲 4A614105 鍾○鴻

68010395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64 王○綺

68010719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65 黃○普

70010142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67 許○洋

6501014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68 楊○璋

70010571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69 華○光

68010318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70 黃○君

68010490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71 鄭○岷

64010439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72 游○翔

55010203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82 呂○毅

70010405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84 黃○哲

66010048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88 鐘○勇

66010049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89 廖○立

6401023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92 吳○穎

60010142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93 羅○辰

62010241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94 陳○隆

52010324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97 黃○閔

54010198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98 蘭○弘

62010082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099 劉○仁

61010428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100 李○洋

7251006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103 陳○安

67030027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104 黃○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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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30105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一乙 4A614106 李○洋

68170744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083 劉○琳

52171812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084 陳○鴻

68171441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086 蘇○咸

68170721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088 王○倩

68170854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091 王○玉

75170134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095 曾○晞

70170504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096 蔡○蓉

56170553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00 謝○倢

61172449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03 許○嘉

67170221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04 林○均

70170801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05 洪○芸

68171144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06 許○宏

54170857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07 陳○臻

65170121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08 許○蓁

71170942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10 簡○彤

68170592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11 關○成

75170046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13 李○豪

67170575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17 廖○淇

64170434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甲 4A6M0118 尤○文

68170126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85 毛○庭

68170665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87 柯○廷

68170677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89 張○涓

68170613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90 張○亞

61170248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92 石○誼

68170634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93 吳○綺

71170050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94 黃○旻

67170501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97 李○葶

67170533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98 許○珊

56170333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099 劉○誠

53170253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01 方○晴

61170935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02 曾○筠

71170890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09 林○廷

68170680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12 陳○玲

75170018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14 劉○宗

70171028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15 陸○霓

68171325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16 吳○嫙

65170053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一乙 4A6M0119 洪○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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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30012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61 莊○伃

63090458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67 謝○

68530099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68 陳○安

67090159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69 謝○棻

68090122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72 劉○瑄

63090305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74 許○榕

6809071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75 胡○瑜

70090365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78 王○涵

63160027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80 楊○丞

57160142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81 林○宏

61160040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82 劉○辰

68550002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85 薛○云

52540238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86 黃○勻

6455000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87 洪○瑄

6116030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88 陳○君

61160149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90 董○廷

61160098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91 徐○綸

61160013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97 潘○毅

7117020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099 龔○綺

57171598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100 周○辰

57170830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甲 4A6E0101 張○馨

61091729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62 林○瑩

56540019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63 逄○遠

68090131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64 蔡○緣

70090494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65 許○心

64540020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66 林○發

70090985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70 劉○君

68540001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71 黃○雯

73090479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73 趙○偉

64090557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76 林○妤

61091175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77 廖○喬

64090334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79 蔡○真

5716009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83 林○安

5716003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84 林○安

61160191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89 魏○淳

61160038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92 陳○萱

6116002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93 程○甄

68160033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94 吳○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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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40017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95 楊○佳

71160006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96 陳○維

68170578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098 翁○湉

63170013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一乙 4A6E0102 張○旋

67150153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78 王○勻

61150314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82 康○庭

60150014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83 呂○庭

60150026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85 李○坪

70150016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88 陳○錡

57150044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90 李○潔

6753000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94 劉○柔

68530029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95 鄭○心

68150088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97 羅○翔

71150002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甲 4A6C0098 王○甯

70091330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1 劉○宏

6609069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2 陳○卉

68540009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3 袁○儒

61092504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4 劉○蜜

70540013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5 張○瑀

6809096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6 鄭○瑄

6853002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7 胡○慈

6809089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8 洪○睿

68090044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69 劉○妤

60090018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0 鄭○霏

68090446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1 蔡○靜

6809029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2 鄭○筠

61530043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3 張○筠

61530123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4 陳○

68530124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5 方○

61150413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6 林○萱

57530007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7 申○賢

67150046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79 楊○筑

64150058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80 洪○瑄

61150282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81 陳○潔

60150033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84 黃○文

6615008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86 陳○宣

68150321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87 林○享

64150109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89 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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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50100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91 蕭○婷

70150188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92 陳○潔

68150328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93 謝○翰

64150022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96 賴○妍

72150021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099 羅○賢

59170078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100 彭○瑜

68170716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101 林○文

54170837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102 張○

61171325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103 邱○維

56170443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104 黃○臻

61170118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一乙 4A6C0105 趙○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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