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研究所新生班級學號公告

入學管道 准考證號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甄試 117001 博研機電一甲 DA81Y101 林○禮

甄試 117002 博研機電一甲 DA81Y102 龔○銘

甄試 147002 博研電機一甲 DA820101 藍○傳

甄試 177001 博研電子一甲 DA830101 黃○銅

甄試 111009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01 盧○源

甄試 111025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03 謝○育

甄試 111030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04 余○韋

甄試 111028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05 王○鈞

甄試 111021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07 楊○承

甄試 111022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08 陳○硯

甄試 111029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09 蔡○龍

甄試 111026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10 陳○斌

甄試 111024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11 林○均

甄試 111004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14 饒○書

甄試 111006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15 呂○盛

甄試 111016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16 林○誴

甄試 111005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18 陳○維

甄試 111014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19 吳○雯

甄試 111007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21 林○祥

甄試 111013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23 林○蒼

甄試 111010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24 劉○修

甄試 111002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26 黃○彥

甄試 111003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27 丁○修

甄試 114002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32 徐○辰

考試 111002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1 李○諭

考試 111008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2 阮○嘉

考試 111006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3 薛○恩

考試 111010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4 楊○丞

考試 111009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5 林○得

考試 111004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7 陳○閎

考試 111001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8 劉○鴻

考試 111011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9 林○逵

考試 111003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10 張○豪

考試 111005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11 李○誌

甄試 741001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1 高○涵

甄試 744008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3 郭○志

甄試 744003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4 許○甄

甄試 744005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5 卓○耀

甄試 744004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6 李○澤

甄試 744009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7 劉○君

甄試 744001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8 鍾○諺

甄試 744006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09 施○廷

甄試 744010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110 黃○潔

考試 741001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201 陳○宸

考試 741002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202 莊○霖

考試 741003 碩研產設一甲 MA81C203 黃○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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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831007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101 莊○華

甄試 831002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102 林○婷

甄試 831001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103 周○蓓

甄試 831004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105 徐○惠

甄試 831005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106 陳○弘

甄試 831006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107 鐘○淑

考試 831010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201 許○媚

考試 831007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202 楊○依

考試 831003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203 莊○英

考試 831004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204 歐○斌

考試 831005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301 李○

考試 831009 碩研教評一甲 MA81F302 何○娟

甄試 141015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02 吳○頡

甄試 141009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03 陳○邵

甄試 141021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05 賀○興

甄試 141004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06 林○琮

甄試 141006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07 胡○文

甄試 141003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08 楊○任

甄試 141012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09 蔡○庭

甄試 141008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0 康○鍾

甄試 141002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1 廖○評

甄試 141019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3 黃○毓

甄試 141013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4 歐○岐

甄試 141014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5 張○愷

甄試 141017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6 黃○頡

甄試 141011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7 劉○昇

甄試 141020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19 徐○晴

甄試 141001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20 鄭○允

甄試 141005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21 陳○傑

甄試 141007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123 左○真

考試 141004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1 詹○友

考試 141007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2 賀○哲

考試 141002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4 曾○軒

考試 141009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5 陳○榮

考試 141010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6 王○文

考試 141006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7 周○君

考試 141005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8 莊○嘉

考試 141001 碩研電機一甲 MA820209 許○偉

甄試 171008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1 林○沛

甄試 171017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2 方○諭

甄試 171009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3 黃○蓉

甄試 171012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4 廖○凱

甄試 171019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5 楊○進

甄試 171026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6 吳○律

甄試 171014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8 林○圳

甄試 171018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09 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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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171023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0 郭○全

甄試 171005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1 王○帆

甄試 171015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2 陳○豪

甄試 171022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3 蘇○丞

甄試 171006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4 林○彰

甄試 171021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5 吳○昌

甄試 171004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6 戴○倫

甄試 171007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7 蘇○偉

甄試 171027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8 陳○翰

甄試 171003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19 陳○木

甄試 171001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20 陳○志

甄試 171024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21 曾○榤

甄試 171025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22 黃○華

甄試 171010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23 王○元

甄試 171028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124 林○慶

考試 171003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1 邱○賢

考試 171007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2 黃○淵

考試 171009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3 鄭○軒

考試 171005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4 劉○佳

考試 171011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5 曾○銨

考試 171018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6 林○昇

考試 171004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7 吳○霆

考試 171001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8 徐○泓

考試 171016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09 陳○雙

考試 171014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10 陳○亘

考試 171008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11 楊○羲

考試 171010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12 吳○維

考試 171006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13 傅○國

考試 174001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20 林○享

考試 174002 碩研電子一甲 MA830221 高○成

甄試 201007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03 林○彣

甄試 201014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04 陳○諭

甄試 201002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06 黃○艷

甄試 201001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08 沈○宏

甄試 201008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10 吳○翰

甄試 201004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11 鍾○賢

甄試 201003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12 陳○玉

甄試 201013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13 鄭○尹

甄試 201006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14 陳○叡

甄試 204002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17 林○君

甄試 204003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119 黃○勳

考試 201007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1 何○筠

考試 201001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2 黃○銘

考試 201004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3 歐○儒

考試 201006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4 劉○伶

考試 201003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5 陳○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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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201005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6 李○賢

考試 201002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7 王○中

考試 204002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208 楊○軒

考試 201008 碩研化材一甲 MA840301 楊○勳

甄試 311004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101 史○鳳

甄試 311002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102 陳○如

甄試 311003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103 陳○維

甄試 311006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104 林○丞

甄試 311001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105 陳○昇

甄試 311005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106 鮑○富

考試 311002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201 許○耿

考試 311006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202 張○謙

考試 311005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203 李○瑋

考試 311004 碩研工管一甲 MA852204 龍○嘉

甄試 331003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01 鄭○文

甄試 331006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02 陳○臻

甄試 331008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03 李○妮

甄試 331004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04 李○和

甄試 331007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05 盧○鋐

甄試 331001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06 許○雅

甄試 331009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10 黃○瑄

甄試 334002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114 陳○瑞

考試 331003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201 謝○航

考試 331002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202 羅○弘

考試 331004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203 辜○庭

考試 331001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204 許○鵬

考試 334001 碩研企管一甲 MA870206 曾○綸

甄試 521003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101 嚴○伶

甄試 521004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102 蔡○勳

甄試 521002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103 黃○祐

甄試 521006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104 趙○怡

甄試 521007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106 王○妤

甄試 521005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107 蔡○華

考試 521002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201 王○

考試 521001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202 林○惠

考試 521003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203 石○禾

考試 524001 碩研財金一甲 MA880204 黃○佐

甄試 321003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1 李○鑫

甄試 321004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2 陳○年

甄試 321005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4 劉○豪

甄試 321001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5 楊○瑜

甄試 324001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6 曾○

甄試 324002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7 陳○翌

甄試 324003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8 陳○妤

甄試 324004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109 曾○智

考試 321001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201 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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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321004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202 林○毅

考試 321005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203 黃○煌

考試 321002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204 曾○婷

考試 321003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205 郭○慈

考試 324002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206 李○毅

考試 324001 碩研資管一甲 MA890207 丁○晨

甄試 531001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1 趙○雅

甄試 531002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2 黃○樺

甄試 531005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3 林○均

甄試 531004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4 鍾○婷

甄試 531003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5 郭○因

甄試 534003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6 吳○格

甄試 534004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7 陳○宇

甄試 534001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108 周○佑

考試 531001 碩研會資一甲 MA8A0201 葉○宜

甄試 361004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01 黃○勻

甄試 361002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02 簡○禧

甄試 361007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03 劉○辰

甄試 361008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04 翁○瑗

甄試 361006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05 徐○潔

甄試 361003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06 高○修

甄試 361011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07 賴○妤

甄試 364002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113 賴○蓁

考試 364002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201 蘇○娟

考試 361007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202 魏○勇

考試 361001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203 盤○欣

考試 361005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204 潘○宣

考試 361002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205 黃○欣

考試 361003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206 郭○舫

考試 364001 碩研休閒一甲 MA8B0211 章○甫

甄試 811002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101 姜○聿

甄試 811003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103 林○軒

甄試 814002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104 吳○儀

考試 811005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201 李○偉

考試 811003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202 陳○佟

考試 811002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204 李○倫

考試 811007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205 徐○鴻

考試 811004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206 邱○禎

考試 811006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207 郭○君

考試 811008 碩研英語一甲 MA8C0208 張○花

甄試 351007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101 歐○麟

甄試 351008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102 唐○儂

甄試 351006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103 高○婷

甄試 351010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104 陳○涵

甄試 351002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107 蔡○蓉

甄試 351011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108 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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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351001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201 方○富

考試 354001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202 楊○偉

考試 351005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204 李○陽

考試 351002 碩研行流一甲 MA8D0301 曾○羲

甄試 821004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101 蔡○昀

甄試 821003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102 林○豪

甄試 824002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103 吳○展

甄試 824005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106 林○德

甄試 824003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107 陳○吟

甄試 824001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108 張○慶

甄試 824004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109 趙○翔

考試 821003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201 王○盈

考試 821002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202 霍○少

考試 821001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203 謝○丞

考試 824002 碩研日語一甲 MA8E0204 吳○展

甄試 711005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101 汪○修

甄試 711004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102 胡○瑋

甄試 711011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103 江○穎

甄試 711002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104 許○貝

甄試 714001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105 張○荺

甄試 711001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106 蔡○佑

甄試 711010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107 王○任

考試 711004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201 陳○妗

考試 711003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202 邱○于

考試 711002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203 郭○雯

考試 711001 碩研資傳一甲 MA8F0204 張○芸

甄試 191001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102 柯○陞

甄試 191012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104 蕭○河

甄試 191004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106 鄭○沇

甄試 191002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107 方○云

甄試 191003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109 歐○祺

甄試 191011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111 黃○欽

考試 191005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201 林○真

考試 191004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202 沈○婷

考試 191001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203 曾○豐

考試 191003 碩研資工一甲 MA8G0204 陳○鴻

甄試 211008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01 陳○潔

甄試 211001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02 何○茹

甄試 211006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03 陳○秀

甄試 211012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04 何○穎

甄試 211011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05 林○涵

甄試 211005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07 黃○維

甄試 211004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12 劉○軒

甄試 211016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14 鄭○軒

甄試 211010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15 李○震

甄試 211013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16 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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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211017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117 葛○恩

考試 211001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201 楊○豪

考試 211002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8H0202 王○丞

甄試 731001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104 楊○祈

甄試 731002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105 王○蓉

甄試 731003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107 王○毅

考試 731015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1 賴○慧

考試 731011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2 魏○芸

考試 731003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3 陳○宜

考試 731001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4 楊○豪

考試 731012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5 柯○廷

考試 731002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6 許○泓

考試 731009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8 陳○絹

考試 731006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09 王○文

考試 731014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11 楊○安

考試 731004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13 許○甄

考試 731013 碩研視傳一甲 MA8J0215 李○逸

甄試 721001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1 王○儀

甄試 721002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2 吳○妍

甄試 721003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3 帥○諺

甄試 721005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4 陳○學

甄試 721010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5 王○玲

甄試 721006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6 徐○景

甄試 721004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7 黃○儀

甄試 721009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08 歐○佳弘

甄試 724001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111 郭○儒

考試 721007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201 張○銘

考試 721008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202 陳○諺

考試 721002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203 曹○凱

考試 721004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204 周○樟

考試 721009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205 莊○紘

考試 721001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207 羅○宏

考試 721006 碩研多樂一甲 MA8K0208 李○瑾

甄試 161011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102 吳○郎

甄試 161001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104 蔡○同

甄試 161002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105 王○哲

甄試 161006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106 洪○翔

甄試 161004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107 戴○

甄試 161003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108 蔡○翰

甄試 164001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113 江○蒝

考試 161002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201 林○閔

考試 161001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202 王○弘

考試 161003 碩研光電一甲 MA8L0203 柯○雄

甄試 371004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101 鄭○耀

甄試 371005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102 劉○琳

甄試 371003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103 王○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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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371001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104 林○良

甄試 371002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105 蘇○合

考試 371002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201 邱○嫻

考試 371005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202 曾○晉

考試 371003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203 郭○婷

考試 371004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204 何○妤

考試 371001 碩研餐旅一甲 MA8M0205 林○珠

甄試 554002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8N0101 顏○威

甄試 552007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2 林○妤

甄試 552008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3 呂○萱

甄試 552006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4 洪○鎂

甄試 55201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5 簡○卉

甄試 552010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6 高○瑜

甄試 55200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7 劉○

甄試 55200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8 陳○婷

甄試 55201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09 買○妮

甄試 552005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10 吳○萱

甄試 55200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111 許○齊

甄試 554001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8N0114 王○蘋

考試 552005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201 徐○惠

考試 552004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202 吳○維

考試 55200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203 張○方

考試 55200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204 謝○辰

考試 552006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206 陳○諺

考試 55200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8N0207 陳○綺

考試 554002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8N0208 梁○義

考試 554001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8N0209 曾○蓉

甄試 541002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101 趙○軒

甄試 541003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102 何○廷

甄試 542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103 顏○德

甄試 543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104 翁○玲

甄試 544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105 楊○行

考試 541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201 陳○旭

考試 542004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202 林○妃

考試 542003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203 黃○彰

考試 542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204 劉○芝

考試 543003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205 馮○倫

考試 543002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206 孫○清

考試 543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8X0207 林○敏

第 8 頁，共 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