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新生班級學號公告

四技：技優甄審

系組全稱 報名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30 四技自控一甲 4A812008 楊O翰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74 四技自控一甲 4A812012 孫O修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76 四技自控一甲 4A812014 沈O霆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86 四技自控一甲 4A812016 陳O軒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92 四技自控一甲 4A812017 陳O宇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106 四技自控一甲 4A812018 柳O興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32 四技自控一乙 4A812009 林O瀚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51 四技自控一乙 4A812010 鄧O文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54 四技自控一乙 4A812011 許O翰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75 四技自控一乙 4A812013 李O霖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082 四技自控一乙 4A812015 陳O宏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10028125 四技自控一乙 4A812019 吳O諭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10029011 四技奈米一甲 4A814010 潘O宏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10029020 四技奈米一甲 4A814011 杜O恩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10029002 四技奈米一乙 4A814008 王O偉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10029009 四技奈米一乙 4A814009 何O傑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03 四技車輛一甲 4A815013 李O龍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08 四技車輛一甲 4A815014 周O霖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58 四技車輛一甲 4A815016 李O融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76 四技車輛一甲 4A815019 蔡O聖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19 四技車輛一乙 4A815015 林O丞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63 四技車輛一乙 4A815017 謝O誌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71 四技車輛一乙 4A815018 侯O亨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78 四技車輛一乙 4A815020 蔡O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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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15006083 四技車輛一乙 4A815021 李O吟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20024002 四技醫電一甲 4A827005 黃O恩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20024014 四技醫電一甲 4A827006 趙O堯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20024015 四技醫電一甲 4A827007 陳O翔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20024018 四技醫電一甲 4A827008 鄭O遠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20024020 四技醫電一甲 4A827009 潘O瑜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20025006 四技電資一甲 4A828005 李O利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20025010 四技電資一甲 4A828006 陳O儀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20025015 四技電資一甲 4A828007 蔡O穎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20025024 四技電資一甲 4A828008 黃O崴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20025027 四技電資一甲 4A828009 林O佑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20025032 四技電資一甲 4A828010 陳O良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04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65 蕭O善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06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66 賴O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19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67 蔡O貴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26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68 劉O評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37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69 黃O德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38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70 潘O勛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53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71 闕O宏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74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72 張OO賢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81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73 黃O竣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91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74 黃O尊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20023094 四技控晶一乙 4A82C075 陳O安

電子工程系 25037013 四技電子一甲 4A830011 陳O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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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 25037017 四技電子一甲 4A830012 陳O馨

電子工程系 25037024 四技電子一甲 4A830015 方O杰

電子工程系 25037075 四技電子一甲 4A830022 潘O宇

電子工程系 25037080 四技電子一甲 4A830025 張O銘

電子工程系 25037096 四技電子一甲 4A830026 郭O軒

電子工程系 25037003 四技電子一乙 4A830009 梁O嘉

電子工程系 25037037 四技電子一乙 4A830016 林O宇

電子工程系 25037071 四技電子一乙 4A830018 劉O維

電子工程系 25037074 四技電子一乙 4A830021 詹O仁

電子工程系 25037147 四技電子一乙 4A830028 林O憲

電子工程系 25037022 四技電子一丙 4A830014 林O憲

電子工程系 25037042 四技電子一丙 4A830017 陳O嘉

電子工程系 25037073 四技電子一丙 4A830020 劉O豪

電子工程系 25037077 四技電子一丙 4A830023 徐O偉

電子工程系 25037127 四技電子一丙 4A830027 洪O

電子工程系 25037002 四技電子一丁 4A830008 曾O璋

電子工程系 25037010 四技電子一丁 4A830010 王O凱

電子工程系 25037018 四技電子一丁 4A830013 廖O皓

電子工程系 25037072 四技電子一丁 4A830019 林O安

電子工程系 25037079 四技電子一丁 4A830024 王O劼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30014015 四技化材一甲 4A840038 許O誠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30014016 四技化材一甲 4A840039 邱O清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30014028 四技化材一甲 4A840040 黃O婷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30014054 四技化材一甲 4A840041 簡O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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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30014056 四技化材一甲 4A840042 黃O豪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60079002 四技電商一甲 4A855003 陳O錡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60079004 四技電商一甲 4A855004 鄭O凱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60079008 四技電商一甲 4A855006 謝O伶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60079006 四技電商一乙 4A855005 陳O中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60079010 四技電商一乙 4A855007 鍾O翰

國際企業系 60083035 四技國企一甲 4A860004 蔡O羽

國際企業系 60083012 四技國企一乙 4A860002 王O妏

國際企業系 60083024 四技國企一乙 4A860003 戴O富

企業管理系 60080042 四技企管一甲 4A870012 林O柔

企業管理系 60080083 四技企管一甲 4A870015 蔡O祥

企業管理系 60080087 四技企管一甲 4A870016 王O慈

企業管理系 60080090 四技企管一甲 4A870017 陳O誼

企業管理系 60080002 四技企管一乙 4A870009 伍O璇

企業管理系 60080012 四技企管一乙 4A870010 吳O賢

企業管理系 60080025 四技企管一乙 4A870011 吳O萱

企業管理系 60080043 四技企管一乙 4A870013 李O澤

企業管理系 60080064 四技企管一乙 4A870014 吳O憶

企業管理系 60080095 四技企管一乙 4A870018 曾O芯

財務金融系 60082010 四技財金一甲 4A880005 王O雅

財務金融系 60082071 四技財金一甲 4A880009 蘇O芳

財務金融系 60082039 四技財金一乙 4A880006 吳O如

財務金融系 60082061 四技財金一乙 4A880008 李O芳

財務金融系 60082088 四技財金一乙 4A880011 吳O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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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 60082044 四技財金一丙 4A880007 謝O軒

財務金融系 60082076 四技財金一丙 4A880010 吳O諭

資訊管理系 60085016 四技資管一甲 4A890009 翁O湘

資訊管理系 60085032 四技資管一甲 4A890013 張O琦

資訊管理系 65022023 四技資管一甲 4A890015 東O銘

資訊管理系 65022041 四技資管一甲 4A890017 高O翔

資訊管理系 65022060 四技資管一甲 4A890019 周O如

資訊管理系 65022082 四技資管一甲 4A890021 陳O諒

資訊管理系 65022104 四技資管一甲 4A890023 葉O萱

資訊管理系 60085006 四技資管一乙 4A890005 莊O名

資訊管理系 60085014 四技資管一乙 4A890007 謝O如

資訊管理系 60085020 四技資管一乙 4A890010 李O臻

資訊管理系 65022036 四技資管一乙 4A890016 黃O哲

資訊管理系 65022071 四技資管一乙 4A890020 江O穎

資訊管理系 65022108 四技資管一乙 4A890024 張O華

資訊管理系 60085013 四技資管一丙 4A890006 吳O宇

資訊管理系 60085015 四技資管一丙 4A890008 蔡O伶

資訊管理系 60085024 四技資管一丙 4A890011 許O遠

資訊管理系 60085029 四技資管一丙 4A890012 陳O貞

資訊管理系 65022016 四技資管一丙 4A890014 蔡O慈

資訊管理系 65022052 四技資管一丙 4A890018 陳O翔

資訊管理系 65022091 四技資管一丙 4A890022 游O閔

會計資訊系 60084003 四技會資一甲 4A8A0001 潘O妤

會計資訊系 60084020 四技會資一甲 4A8A0004 林O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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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資訊系 60084038 四技會資一甲 4A8A0006 許O尹

會計資訊系 60084010 四技會資一乙 4A8A0002 謝O娟

會計資訊系 60084012 四技會資一乙 4A8A0003 黃O穎

會計資訊系 60084029 四技會資一乙 4A8A0005 陳O憲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01 四技行流一甲 4A8D0007 黃O翎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06 四技行流一甲 4A8D0008 蔡O紜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43 四技行流一甲 4A8D0012 張OO恩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54 四技行流一甲 4A8D0014 莊O淇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81 四技行流一甲 4A8D0015 方O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15 四技行流一乙 4A8D0009 陳O沂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23 四技行流一乙 4A8D0010 王O雯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35 四技行流一乙 4A8D0011 沈O璉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47 四技行流一乙 4A8D0013 王O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081082 四技行流一乙 4A8D0016 廖O涵

資訊傳播系 85022004 四技資傳一甲 4A8F0005 黃O琪

資訊傳播系 85022006 四技資傳一甲 4A8F0006 黃O維

資訊傳播系 85022013 四技資傳一甲 4A8F0008 莊O翔

資訊傳播系 85022022 四技資傳一甲 4A8F0009 廖O涵

資訊傳播系 85022023 四技資傳一甲 4A8F0010 巫O蒲

資訊傳播系 85022007 四技資傳一乙 4A8F0007 李O怡

資訊傳播系 85022027 四技資傳一乙 4A8F0011 江O賢

資訊傳播系 85022028 四技資傳一乙 4A8F0012 陳O翰

資訊傳播系 85022030 四技資傳一乙 4A8F0013 賴O羿

資訊傳播系 85022046 四技資傳一乙 4A8F0014 林O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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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系 85022056 四技資傳一乙 4A8F0015 孫O媗

資訊工程系 25038023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06 洪O淇

資訊工程系 25038041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07 李O翰

資訊工程系 25038049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09 周O霖

資訊工程系 25038061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10 施O騏

資訊工程系 25038062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11 葉O廷

資訊工程系 25038132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16 林O平

資訊工程系 25038135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18 韓O德

資訊工程系 25038164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19 魯O祥

資訊工程系 65023021 四技資工一甲 4A8G0022 郭O寬

資訊工程系 25038048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08 施O信

資訊工程系 25038087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12 曾O霖

資訊工程系 25038113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13 張O昕

資訊工程系 25038114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14 劉O逢

資訊工程系 25038117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15 蕭O瑜

資訊工程系 25038133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17 王O云

資訊工程系 65023001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20 吳O宇

資訊工程系 65023011 四技資工一乙 4A8G0021 沈O琳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30015003 四生技食品一甲 4A8H0037 王O誠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30015005 四生技食品一甲 4A8H0039 黃O祺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30015004 四生技食品一乙 4A8H0038 洪O元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002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2 黃O梅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007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3 張O甄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013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4 林O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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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042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5 林O儒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050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6 徐O玲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065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7 譚O緁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085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8 羅O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85023127 四技商設一甲 4A8J2019 沈O娟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04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08 孫O緯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13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09 黃O涵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20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10 林O君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27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11 藍O琇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33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12 洪O澤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38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13 翁O馨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40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14 黃O純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45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15 蔡O諺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85024068 四技動畫一甲 4A8J3016 吳O安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85025021 四技創設一甲 4A8J5008 徐O淩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85025022 四技創設一甲 4A8J5009 沈O暘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85025023 四技創設一甲 4A8J5010 洪O婷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85025025 四技創設一甲 4A8J5011 盧O丞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85025028 四技創設一甲 4A8J5012 趙O岑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08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2 翁O玟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32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3 劉O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38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4 陳O聿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40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5 高O慧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44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6 甘O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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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46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7 蘇O凱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53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8 張O恆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58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59 馬O筠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68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60 蔡O婷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85026073 四技多樂一乙 4A8K0061 謝O婷

光電工程系 20026004 四技光電一甲 4A8L0007 黃O齊

光電工程系 20026006 四技光電一甲 4A8L0008 莊O翔

光電工程系 20026010 四技光電一甲 4A8L0010 魏O文

光電工程系 20026011 四技光電一甲 4A8L0011 陳O宏

光電工程系 20026001 四技光電一乙 4A8L0006 李O儒

光電工程系 20026009 四技光電一乙 4A8L0009 劉O嘉

光電工程系 20026013 四技光電一乙 4A8L0012 簡O豪

餐旅管理系 79018027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14 黃O宜

餐旅管理系 79018030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15 蘇O芳

餐旅管理系 79018033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16 黃O綾

餐旅管理系 79018034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17 黃O諭

餐旅管理系 79018048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18 張O方

餐旅管理系 79018050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19 張O娟

餐旅管理系 79018065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20 陳O淯

餐旅管理系 79018083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21 陳O妤

餐旅管理系 79018085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22 謝O崴

餐旅管理系 79018101 四技餐旅一甲 4A8M0023 黃O瑜

創新產品設計系 10030003 四技產設一甲 4A81C036 陳O量

創新產品設計系 10030007 四技產設一甲 4A81C038 王O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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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01 四技產設一甲 4A81C039 賴O姍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23 四技產設一甲 4A81C043 林O賢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43 四技產設一甲 4A81C046 李O睿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48 四技產設一甲 4A81C047 韓O倩

創新產品設計系 10030006 四技產設一乙 4A81C037 呂O祐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04 四技產設一乙 4A81C040 陳O容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16 四技產設一乙 4A81C041 李O甫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21 四技產設一乙 4A81C042 呂O瑄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26 四技產設一乙 4A81C044 劉O毅

創新產品設計系 80011039 四技產設一乙 4A81C045 徐O娸

流行音樂產業系 85027007 四流行音樂一甲 4A81D038 王O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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