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研究所碩士在職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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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1026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1 劉○良

甄試 EM1016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2 洪○興

甄試 EM1032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3 陳○吉

甄試 EM1006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4 洪○順

甄試 EM1013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5 王○來

甄試 EM1015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6 莊○霖

甄試 EM1019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7 吳○鑫

甄試 EM1012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8 蘇○文

甄試 EM1004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09 王○珊

甄試 EM1024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0 林○娟

甄試 EM1021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1 劉○雲

甄試 EM1008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2 劉○澤

甄試 EM1005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3 邱○雯

甄試 EM1025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4 李○芮

甄試 EM1010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5 邵○琪

甄試 EM1009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6 丁○恬

甄試 EM1011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7 郭○韻

甄試 EM1017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18 張○鈴

甄試 EM1014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0 王○敏

甄試 EM1018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1 張○興

甄試 EM1029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2 梁○娘

甄試 EM1007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3 王○洲

甄試 EM1023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4 許○惠

甄試 EM1020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5 王○蓉

甄試 EM1031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6 張○祥

甄試 EM1030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7 王○雯

甄試 EM1028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028 吳○芳

甄試 EM2001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101 陳○森

甄試 EM2003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102 蕭○茹

甄試 EM2004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103 施○瑜

甄試 EM2002 高企碩士班一甲 NB0W0104 林○驊

考試 835001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1 李○穎

考試 835002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2 李○儀

考試 835003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3 許○瑜

考試 835004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4 陳○昇

考試 835005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5 洪○惠

考試 835006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6 陳○妤

考試 835007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7 黃○斐

考試 835008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8 林○薇

考試 835009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09 詹○綺

考試 835010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0 胡○銓

考試 835011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1 蔡○欣

考試 835012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2 林○宏

考試 835013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3 蘇○云

考試 835014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4 王○婷

考試 835015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5 蔡○宜

第 1 頁，共 3 頁



南臺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研究所碩士在職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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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 835016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6 謝○心

考試 835017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7 徐○嘉

考試 835018 碩專教評一甲 NB01F018 吳○慧

考試 380004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1 郭○翰

考試 380033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2 涂○琮

考試 380038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3 詹○涵

考試 380043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4 吳○榮

考試 380054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5 吳○寧

考試 380058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6 葉○祐

考試 380063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7 林○盛

考試 380067 碩專工管一甲 NB052008 吳○委

考試 380006 碩專企管一甲 NB070001 李○漢

考試 380012 碩專企管一甲 NB070002 陳○羽

考試 380025 碩專企管一甲 NB070003 方○伶

考試 380035 碩專企管一甲 NB070004 葉○峰

考試 380036 碩專企管一甲 NB070005 譚○東

考試 380049 碩專企管一甲 NB070006 陳○群

考試 380003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1 林○妏

考試 380014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2 陳○言

考試 380016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3 許○汀

考試 380017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4 黃○嫃

考試 380018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5 翁○熒

考試 380019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6 林○佑

考試 380020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7 陳○廷

考試 380021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8 王○榮

考試 380034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09 頼○彬

考試 380037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10 黃○寶

考試 380046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11 蕭○芬

考試 380064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12 曾○音

考試 380066 碩專企管一乙 NB070113 劉○珍

考試 320001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1 黃○恩

考試 320003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2 吳○岍

考試 320004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3 陳○妤

考試 320005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4 蔡○儒

考試 320006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5 王○復

考試 320008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6 潘○澤

考試 320011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7 陳○傑

考試 320012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8 李○龍

考試 320013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09 翁○翔

考試 320015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10 許○維

考試 320017 碩專資管一甲 NB090011 唐○依

考試 320007 碩專大數據一甲 NB095001 高○芝

考試 320009 碩專大數據一甲 NB095002 蔡○芬

考試 320010 碩專大數據一甲 NB095003 鄭○男

考試 320014 碩專大數據一甲 NB095004 蔡○萍

考試 320016 碩專大數據一甲 NB095005 蔡○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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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380002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1 陳○毅

考試 380005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2 黃○珺

考試 380007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3 賴○村

考試 380008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4 趙○萱

考試 380009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5 陳○蓁

考試 380010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6 蔡○憓

考試 380013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7 乜○軒

考試 380015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8 王○婷

考試 380022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09 吳○成

考試 380024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0 陳○昊

考試 380031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1 林○晴

考試 380032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2 柯○亞

考試 380039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3 陳○融

考試 380042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4 楊○婷

考試 380050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5 許○惠

考試 380051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6 劉○環

考試 380060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7 陳○鳳

考試 380065 碩專休閒一甲 NB0B0018 童○瑄

考試 380001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1 雷○凱

考試 380011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2 蔡○中

考試 380023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3 吳○茹

考試 380026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4 楊○傑

考試 380027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5 吳○忻

考試 380028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6 陳○佩

考試 380029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7 林○玲

考試 380040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8 魏○毓

考試 380041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09 朱○儀

考試 380044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0 蔡○錡

考試 380045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1 鄭○利

考試 380047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2 曾○鋒

考試 380052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3 柳○志

考試 380053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4 李○聖

考試 380055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5 梁○綺

考試 380056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6 鄭○豪

考試 380057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7 徐○綉

考試 380061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8 徐○芳

考試 380062 碩專行流一甲 NB0D0019 陳○

考試 546001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1 林○妏

考試 546002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2 蔡○昕

考試 546003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3 李○儀

考試 546004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4 李○忠

考試 546005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5 陳○菁

考試 546006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6 侯○恩

考試 546007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7 蕭○宇

考試 546008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008 李○露

考試 545001 碩專財法一甲 NB0X0101 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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