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研究所博、碩士班新生班級學號公告

入學管道 准考證號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甄試 117003 博研機電一甲 DB01Y101 蔡○龍

考試 117001 博研機電一甲 DB01Y201 陳○慶

甄試 147001 博研電機一甲 DB020101 方○川

甄試 147002 博研電機一甲 DB020102 康○鍾

甄試 177001 博研電子一甲 DB030101 柯○展

甄試 111007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1 葉○君

甄試 111018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2 洪○翊

甄試 111027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3 曾○智

甄試 111009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4 黃○銘

甄試 111013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5 謝○毅

甄試 111012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6 黃○琳

甄試 111024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7 林○翰

甄試 111021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8 郭○柔

甄試 111029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09 黃○瀅

甄試 111014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0 菊○晨元

甄試 111010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1 蘇○舉

甄試 111025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2 劉○仁

甄試 111005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3 劉○勛

甄試 111006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4 陳○宇

甄試 111022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5 陳○澄

甄試 111011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6 蔡○霖

甄試 111002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117 王○華

考試 111001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1 林○閔

考試 111004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2 李○洲

考試 111003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3 陳○志

考試 111009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4 林○洋

考試 111007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5 石○弘

考試 111006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6 廖○易

考試 111008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7 李○熹

考試 111013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08 黃○銘

考試 111005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10 黃○暉

考試 111002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211 陳○璋

考試 111012 碩研機械一甲 MB010301 向○璁

甄試 741002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103 李○彤

甄試 741003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104 周○杰

甄試 741001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105 楊○瑜

甄試 744002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106 廖○宣

甄試 744001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107 邱○誠

考試 741005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202 劉○駿

考試 741006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203 陳○叡

考試 741003 碩研產設一甲 MB01C301 張○芳

甄試 831008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101 吳○慧

甄試 831011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102 夏○涵

甄試 831004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104 張○麟

甄試 831007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106 葉○芬

甄試 831012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107 楊○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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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831006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108 陳○怡

考試 831001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201 郭○彤

考試 831004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202 卓○穎

考試 831006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203 蔡○靜

考試 831003 碩研教經一甲 MB01F301 郭○莙

甄試 141005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2 王○宇

甄試 141006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3 張○哲

甄試 141011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4 鄭○旻

甄試 141004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5 鄭○宇

甄試 141020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6 林○騰

甄試 141003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7 李○霖

甄試 141022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8 胡○鵬

甄試 141010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09 翁○峰

甄試 141018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10 林○翊

甄試 141021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11 馮○禎

甄試 141019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12 汪○杰

甄試 141016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13 侯○中

甄試 141012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14 唐○晟

甄試 144002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24 蘇○翔

甄試 144003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125 林○睿

考試 141011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1 陳○瑞

考試 141003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2 林○宏

考試 141002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3 徐○仁

考試 141009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4 林○樺

考試 141008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5 鄭○志

考試 141006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6 李○勳

考試 141013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7 曹○偉

考試 141004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09 張○村

考試 141005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10 陳○寬

考試 144001 碩研電機一甲 MB020214 林○宏

甄試 171028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01 林○宸

甄試 171022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02 陳○文

甄試 171010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03 吳○育

甄試 171015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04 陳○維

甄試 171017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05 溫○珩

甄試 171026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07 李○龍

甄試 171001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08 陳○陽

甄試 171003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0 江○權

甄試 171006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1 陳○

甄試 171005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2 彭○凱

甄試 171021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3 吳○豪

甄試 171013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4 吳○義

甄試 171012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6 陳○豪

甄試 171018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7 王○舜

甄試 171011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8 鄭○弘

甄試 171032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19 黎○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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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171020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20 陳○文

甄試 171014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21 劉○銓

甄試 171027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22 劉○宏

甄試 171024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24 許○為

甄試 171023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125 蕭○翔

考試 171010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1 方○凱

考試 171001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2 陳○兆

考試 171017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3 李○綺

考試 171009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4 郭○佑

考試 171012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5 邵○翰

考試 171015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7 林○繼

考試 171006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8 黃○祺

考試 171016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09 程○翔

考試 171019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10 羅○恩

考試 171005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11 謝○哲

考試 171003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14 塗○鈞

考試 171008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15 林○均

考試 171018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16 張○雯

考試 171011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17 許○癸

考試 171002 碩研電子一甲 MB030220 王○凱

甄試 201026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05 陳○奕

甄試 201022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06 洪○強

甄試 201012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08 吳○福

甄試 201018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09 毛○誠

甄試 201024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10 許○竹

甄試 201021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11 林○豪

甄試 201009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14 林○鉉

甄試 201016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15 宋○伶

甄試 201027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18 戴○安

甄試 204001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138 呂○毅

考試 201008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1 吳○嬋

考試 201001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2 郭○楷

考試 201004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3 龔○豪

考試 201007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4 朱○竹

考試 201012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5 王○婕

考試 201003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6 陳○丞

考試 201006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7 李○璇

考試 201010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8 吳○謙

考試 201002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09 許○淮

考試 204001 碩研化材一甲 MB040215 林○佑

甄試 331010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101 邱○瑛

甄試 331003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103 樊○仁

甄試 331008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104 劉○岑

甄試 331009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106 陳○涵

甄試 331007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107 曾○君

甄試 334002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111 洪○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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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331002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201 蔡○軒

考試 331003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202 王○醇

考試 331001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203 王○涵

考試 331004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204 許○維

考試 334001 碩研企管一甲 MB070205 吳○柔

甄試 321001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1 王○瑩

甄試 321003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2 蘇○珍

甄試 321002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3 黃○晴

甄試 321008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4 蔡○珊

甄試 321004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5 薛○宇

甄試 321007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6 張○達

甄試 321005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7 張○旻

甄試 321006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8 林○源

甄試 324001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09 黃○儀

甄試 324002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10 徐○庭

甄試 324003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111 李○正

考試 321001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201 陳○君

考試 321002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202 周○雯

考試 321006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203 黃○愉

考試 321005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204 李○慧

考試 321003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205 黃○玉

考試 321004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206 許○煒

考試 321007 碩研資管一甲 MB090207 陳○豪

甄試 361007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101 蔡○芳

甄試 361011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102 吳○貞

甄試 361004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103 邵○誠

甄試 361001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106 楊○芸

甄試 361012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107 梁○萱

甄試 361002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108 林○寬

甄試 364001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115 成○睿

考試 361003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201 蕭○偉

考試 361006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202 賴○蓁

考試 361005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203 楊○喬

考試 361002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204 蔡○容

考試 361004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205 黃○寧

考試 361001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206 蔡○諺

海聯 911617 碩研休閒一甲 MB0B0207 呂○宜

甄試 811001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101 王○瓶

甄試 811008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103 葉○妤

甄試 811002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104 方○屏

甄試 811007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107 蔡○臻

甄試 811006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108 蘇○醇

考試 811006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201 柯○儀

考試 811001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202 鄭○心

考試 811005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203 柯○丹

考試 811002 碩研英語一甲 MB0C0204 許○芯

第 4 頁，共 8 頁



南臺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研究所博、碩士班新生班級學號公告

入學管道 准考證號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甄試 821005 碩研日語一甲 MB0E0101 張○穎

甄試 821002 碩研日語一甲 MB0E0103 黃○棋

甄試 821004 碩研日語一甲 MB0E0104 林○安

甄試 824002 碩研日語一甲 MB0E0106 林○妤

甄試 824003 碩研日語一甲 MB0E0107 陳○元

甄試 824001 碩研日語一甲 MB0E0108 廖○誠

考試 821001 碩研日語一甲 MB0E0201 林○頤

甄試 711007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101 邱○齡

甄試 711006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102 張○薇

甄試 711005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104 方○慧

甄試 711009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105 許○侖

甄試 711001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107 張○文

甄試 711004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108 林○稜

考試 711005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202 姜○琳

考試 711001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203 趙○翔

考試 714001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204 洪○儀

海聯 930475 碩研資傳一甲 MB0F0205 茅○寶

甄試 191004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104 宋○均

甄試 191001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105 李○億

甄試 191008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106 徐○意

甄試 191007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107 蘇○凱

甄試 191006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109 陳○榮

甄試 191014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110 黃○嘉

甄試 194001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119 孫○

考試 191002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201 王○云

考試 191004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202 楊○偉

考試 191001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203 郭○儒

考試 191003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204 吳○宜

考試 191006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205 陳○齊

考試 191005 碩研資工一甲 MB0G0206 陳○軒

甄試 211011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02 莊○如

甄試 211009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03 陳○玉

甄試 211010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04 田○偉

甄試 211003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05 林○琪

甄試 211004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06 張○羚

甄試 211001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08 呂○東

甄試 211006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09 周○勳

甄試 211002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110 胡○睿

考試 211001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201 陳○勳

考試 211003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202 葛○恩

考試 211004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203 劉○謙

考試 211005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204 劉○馥

考試 211002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205 陳○慧

考試 214001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208 于○勝

考試 211006 碩研生技一甲 MB0H0206 方○杰

甄試 731004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101 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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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 731001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102 李○蓁

甄試 731009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104 林○嫻

甄試 731013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105 傅○晨

甄試 731003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106 鄭○真

甄試 734001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117 李○瑩

考試 731005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201 林○俊

考試 731001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202 邱○齊

考試 731004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203 趙○緯

考試 734001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206 陳○婷

考試 731008 碩研視傳一甲 MB0J0301 陳○晶

甄試 721010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1 吳○修

甄試 721013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2 邵○

甄試 721016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3 許○翔

甄試 721014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4 鄭○妤

甄試 721004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5 郭○宇

甄試 724001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6 陳○涵

甄試 721006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7 吳○諺

甄試 721015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8 蕭○媞

甄試 721020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109 陳○瑜

考試 721001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202 何○伶

考試 721004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203 陳○蓉

考試 721002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204 馬○穎

考試 721011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205 李○德

考試 721006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206 陳○育

考試 721010 碩研多樂一甲 MB0K0207 陳○澄

甄試 161001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1 李○璋

甄試 161004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3 卓○瑜

甄試 161002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4 謝○禾

甄試 161006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5 詹○豪

甄試 161009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6 李○騰

甄試 161010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7 戴○宗

甄試 161005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8 劉○澄

甄試 161008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09 林○賢

甄試 164001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111 楊○翰

考試 161004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201 王○穎

考試 161001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203 鄭○仁

考試 161002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204 許○愷

考試 161005 碩研光電一甲 MB0L0205 洪○堯

甄試 371002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101 張○瑋

甄試 371004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102 黃○庭

甄試 371001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103 陸○霓

甄試 371003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104 呂○諭

甄試 374001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105 王○倩

甄試 371008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106 邱○予

考試 371002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201 王○雪

考試 371001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203 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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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371004 碩研餐旅一甲 MB0M0204 蘇○恩

甄試 551004 碩全球經管一甲 MB0N0101 張○嘉

甄試 551006 碩全球經管一甲 MB0N0106 陳○茜

考試 551001 碩全球經管一甲 MB0N0201 朱○媛

考試 551003 碩全球經管一甲 MB0N0202 陳○淯

考試 551004 碩全球經管一甲 MB0N0203 陳○璇

考試 551002 碩全球經管一甲 MB0N0204 黃○

海聯 911338 碩全球經管一甲 MB0N0218 黃○鵬

甄試 552009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08 劉○君

甄試 552008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09 陳○樺

甄試 552004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0 張○綸

甄試 552017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2 蘇○妦

甄試 55200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3 黃○婷

甄試 55201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4 盧○如

甄試 552006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5 顏○真

甄試 55200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6 林○瑜

甄試 552007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7 林○穎

甄試 552014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19 王○馨

甄試 552005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20 林○燕

甄試 552015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21 鍾○貞

甄試 55201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22 申○嘉

甄試 55200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123 吳○鎰

考試 552014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05 馬○玉

考試 55201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06 劉○愷

考試 552003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07 戴○芬

考試 552007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08 許○瑄

考試 55201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09 戴○景

考試 552002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0 黃○瑄

考試 55201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1 楊○民

考試 552005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2 張○怡

考試 552010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3 陳○伶

考試 552006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4 杜○霖

考試 552004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5 郭○巖

考試 552008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6 張○諭

考試 552001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7 陳○宇

海聯 911436 碩全球經管一乙 MB0N0219 巫○琴

甄試 541001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101 洪○瑩

甄試 542004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103 石○玉

甄試 542003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104 郭○毅

甄試 542002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105 杜○萍

甄試 543001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108 許○涵

考試 541001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201 邱○慈

考試 542004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202 李○哲

考試 542001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204 徐○駿

考試 542006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205 林○婷

考試 542007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207 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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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543001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208 蔡○芸

考試 544001 碩研財法一甲 MB0X0209 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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