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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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91Y101 曾○晏

甄試 117002 博研機電一甲 DA91Y102 陳○浩

考試 117001 博研機電一甲 DA91Y201 楊○瑜

甄試 147002 博研電機一甲 DA920101 藍○鈞

考試 147003 博研電機一甲 DA920201 黃○恩

考試 147001 博研電機一甲 DA920202 陳○松

考試 147002 博研電機一甲 DA920203 楊○倪

考試 147004 博研電機一甲 DA920204 陳○學

甄試 177002 博研電子一甲 DA930101 許○豪

甄試 177001 博研電子一甲 DA930102 黃○婷

考試 177001 博研電子一甲 DA930201 陳○文

甄試 111005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02 沈○昂

甄試 111014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04 吳○杰

甄試 111003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06 陳○翔

甄試 111016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07 張○煬

甄試 111001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08 陳○任

甄試 111015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09 鄭○語

甄試 111008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13 王○霖

甄試 111012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14 盧○希

甄試 111011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15 黃○恩

甄試 111010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16 楊○翰

甄試 111002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18 陳○宇

甄試 111007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119 黃○育

考試 111001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201 邵○燁

考試 111003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203 高○立

考試 111002 碩研機械一甲 MA910204 黃○柏

甄試 744003 碩研產設一甲 MA91C110 廖○毅

甄試 744013 碩研產設一甲 MA91C112 朱○潔

甄試 744012 碩研產設一甲 MA91C113 林○靚

考試 741003 碩研產設一甲 MA91C201 王○蓉

考試 741001 碩研產設一甲 MA91C202 林○聖

考試 744001 碩研產設一甲 MA91C203 謝○蓁

考試 744002 碩研產設一甲 MA91C204 王○鈞

甄試 831002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101 張○潔

甄試 831009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102 莊○琦

甄試 831004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103 陳○蕙

甄試 831008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104 陳○璦

甄試 831003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105 蔡○穎

甄試 831006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106 蘇○穎

考試 831004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201 吳○淇

考試 831001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202 許○婷

考試 831003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301 黃○蓉

考試 831002 碩研教評一甲 MA91F302 黃○勖

甄試 141017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02 許○彬

甄試 141001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03 王○翔

甄試 141014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04 鄭○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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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141012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06 馬○緯

甄試 141015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07 蔡○華

甄試 141011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10 陳○萱

甄試 141016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11 陳○杰

甄試 141003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12 鄭○仁

甄試 141002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13 胡○霖

甄試 141009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115 曾○銘

考試 141012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201 侯○芸

考試 141005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202 李○民

考試 141006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205 張○康

考試 141003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206 郭○彤

考試 141008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208 陳○廷

考試 141001 碩研電機一甲 MA920209 鄭○彥

甄試 171013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1 李○綺

甄試 171007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2 劉○綮

甄試 171006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4 許○閔

甄試 171023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5 黃○雅

甄試 171022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6 楊○進

甄試 171021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7 吳○豪

甄試 171020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8 蔡○翰

甄試 171009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09 陳○忻

甄試 171011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10 高○涵

甄試 171012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11 陳○伶

甄試 171018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12 周○丞

甄試 171027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13 伍○其

甄試 171010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14 施○志

甄試 171003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16 黃○宏

甄試 171005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18 藍○謙

甄試 171008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20 蔡○典

甄試 171004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21 侯○安

甄試 171015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22 劉○德

甄試 171002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24 蔡○勳

甄試 171017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125 李○平

考試 171003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1 劉○瑋

考試 171008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2 蘇○霖

考試 171007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3 黃○景

考試 171004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4 洪○傑

考試 171005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6 倪○倫

考試 171001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7 劉○庭

考試 171006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8 柯○業

考試 171002 碩研電子一甲 MA930209 姚○丞

甄試 201013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04 黃○馨

甄試 201004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07 鄭○哲

甄試 201018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08 許○竹

甄試 201016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12 陳○雯

甄試 201007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13 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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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201015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14 王○竣

甄試 201008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15 周○藝

甄試 201009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16 高○雲

甄試 201012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17 姚○蓮

甄試 201020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18 陳○均

甄試 204001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121 蔡○庭

考試 201005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201 林○德

考試 201002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202 李○毅

考試 201003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203 李○慶

考試 201001 碩研化材一甲 MA940204 陳○叡

甄試 331015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101 陳○錡

甄試 331014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102 黃○珉

甄試 331008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103 廖○瑨

甄試 331007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104 蔡○儒

甄試 331009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105 陳○辰

甄試 331011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107 黃○瑋

甄試 334001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120 李○恩

考試 331003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201 陳○伶

考試 331002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202 黃○憲

考試 331004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204 孫○凡

考試 334001 碩研企管一甲 MA970205 吳○程

甄試 521001 碩研財金一甲 MA980101 張○滋

甄試 521002 碩研財金一甲 MA980102 柯○采

甄試 521004 碩研財金一甲 MA980103 戴○甫

甄試 521003 碩研財金一甲 MA980104 林○儀

考試 521002 碩研財金一甲 MA980201 林○婷

考試 521001 碩研財金一甲 MA980202 趙○瑋

甄試 321013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101 黃○慧

甄試 321001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102 連○儀

甄試 321002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103 尤○暘

甄試 321009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104 楊○嘉

甄試 324002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105 董○豪

甄試 321006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106 鄭○軒

甄試 324003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116 蕭○

考試 321008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201 黃○程

考試 321001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202 王○勳

考試 321006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203 蔡○瑾

考試 321003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204 邱○晉

考試 321005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205 林○竣

考試 321007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209 鍾○傑

考試 324001 碩研資管一甲 MA990210 顏○宏

甄試 361004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1 黃○意

甄試 361002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2 陳○吟

甄試 361010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3 史○蕙

甄試 361003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4 陳○嘉

甄試 361008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5 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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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361007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6 唐○雯

甄試 361006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7 黃○錤

甄試 361005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108 鄭○儒

考試 361005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201 施○杉

考試 361006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202 徐○眞

考試 361004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203 林○妙

考試 361002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204 黎○

考試 361001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205 褚○妤

考試 361007 碩研休閒一甲 MA9B0206 鄧○珊

甄試 811006 碩研英語一甲 MA9C0101 張○倫

甄試 811001 碩研英語一甲 MA9C0104 陳○卿

甄試 811004 碩研英語一甲 MA9C0105 王○菁

甄試 811002 碩研英語一甲 MA9C0106 湯○禎

考試 811002 碩研英語一甲 MA9C0201 林○晴

甄試 351003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01 陳○晴

甄試 351001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02 曾○淇

甄試 351004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03 張○儒

甄試 351005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04 王○霈

甄試 351010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06 倪○

甄試 351002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07 曾○華

甄試 351008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08 蔡○培

甄試 354003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115 薛○云

考試 351001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201 王○涵

考試 351005 碩研行流一甲 MA9D0202 蕭○偉

甄試 824001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103 康○瑞

甄試 824002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104 邱○臻

甄試 824005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105 林○

甄試 824004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106 陳○元

甄試 824003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107 王○晴

甄試 824007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108 蘇○惠

考試 821001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201 王○蓉

考試 824001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202 何○萱

考試 824002 碩研日語一甲 MA9E0203 廖○誠

甄試 711002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101 沈○宜

甄試 711004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102 關○綺

甄試 711001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103 楊○芸

甄試 711006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105 林○晃

甄試 711007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106 洪○淳

甄試 711005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107 陳○羽

考試 711002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201 王○昕

考試 711003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203 王○卉

考試 711005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204 郭○慈

考試 711001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205 吳○

考試 714001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206 黃○宣

考試 714002 碩研資傳一甲 MA9F0207 黃○琳

甄試 191002 碩研資工一甲 MA9G0101 趙○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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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191009 碩研資工一甲 MA9G0104 顏○慧

甄試 191007 碩研資工一甲 MA9G0105 林○姍

甄試 191003 碩研資工一甲 MA9G0108 蔡○汎

甄試 191010 碩研資工一甲 MA9G0109 陳○廷

考試 191001 碩研資工一甲 MA9G0201 何○毅

甄試 211009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9H0102 曾○信

甄試 211002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9H0104 温○雯

甄試 211008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9H0108 吳○瓏

甄試 211004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9H0111 游○儒

甄試 211013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9H0113 黃○勳

考試 211001 碩生技食品一甲 MA9H0201 蔡○如

甄試 731007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102 高○婷

甄試 731012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103 章○筑

甄試 731003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104 胡○婷

甄試 731011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106 曾○毓

甄試 731005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108 周○民

甄試 731008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109 鄭○鴻

甄試 731014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110 劉○螢

考試 731004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201 江○辰

考試 731001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202 羅○菱

考試 731002 碩研視傳一甲 MA9J0203 蔡○慧

甄試 721009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02 黃○綺

甄試 721002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03 林○容

甄試 721006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04 李○洳

甄試 721001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05 李○勻

甄試 721008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06 謝○安

甄試 721007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07 戴○浩

甄試 721005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09 謝○延

甄試 721003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110 林○妤

考試 721002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201 鍾○達

考試 721001 碩研多樂一甲 MA9K0202 殷○䑬

甄試 161009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101 沈○毅

甄試 161013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102 邱○詮

甄試 161012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105 劉○齊

甄試 161011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106 廖○邦

甄試 161001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107 莊○雯

甄試 161002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108 洪○森

考試 161004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202 徐○鈞

考試 161002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203 張○駿

考試 161003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204 林○賢

考試 161001 碩研光電一甲 MA9L0205 卓○宇

甄試 371006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101 柯○萍

甄試 371001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102 黃○炫

甄試 371007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103 吳○君

甄試 371003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104 葛○華

甄試 371002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105 黃○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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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371008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106 高○貞

考試 371003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201 陳○斌

考試 371004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202 胡○嘻

考試 371002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203 廖○清

考試 371001 碩研餐旅一甲 MA9M0204 謝○

甄試 551002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101 陳○潔

甄試 551004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102 王○萱

甄試 551005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105 郭○嫥

甄試 554001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106 王○凡

甄試 554004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107 許○豪

甄試 554003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108 林○加

甄試 554005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109 楊○憶

甄試 55200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0 葉○惠

甄試 552004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1 傅○輝

甄試 55200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2 蘇○瑄

甄試 55400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3 何○菁

甄試 55200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5 蕭○

甄試 552006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6 賴○如

甄試 552005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7 張○耀

甄試 552007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118 林○君

考試 552005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02 楊○慈

考試 55201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03 詹○惠

考試 552007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05 劉○慈

考試 55200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06 林○洧

考試 552010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07 楊○雯

考試 55200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08 曾○德

考試 55200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09 張○涵

考試 552009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10 陳○伶

考試 55201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11 李○宇

考試 552006 碩全球經管一乙 MA9N0212 謝○揆

考試 554001 碩全球經管一甲 MA9N0213 董○成

甄試 541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101 陳○寧

甄試 544002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102 陳○銘

甄試 542002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104 蔡○承

甄試 542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105 楊○豪

甄試 543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108 蘇○瑋

考試 542003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201 楊○雯

考試 542002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202 何○涵

考試 542005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203 張○瑜

考試 542004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204 郭○瑋

考試 542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205 曾○瑄

考試 543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206 謝○君

考試 544001 碩研財法一甲 MA9X0207 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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