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日間部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正取生）

系所全稱 准考證號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電機工程系 B70002 五專電機二甲 5A920901 蔡○瑋
電機工程系 B70004 五專電機二甲 5A920902 鄭○廷
電機工程系 B70005 五專電機二甲 5A920903 詹○蓁
電機工程系 B70001 五專電機二甲 5A920904 陳○輝
電機工程系 B70003 五專電機二甲 5A920905 呂○湛
電機工程系 B70006 五專電機二甲 5A920906 王○勝
資訊工程系 B80001 五專資工三甲 5A8G0905 林○宇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03 四技自控二甲 4A912901 黃○穎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18 四技自控二甲 4A912902 林○昌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10 四技自控二甲 4A912903 秦○力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08 四技自控二甲 4A912904 江○洋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09 四技自控二甲 4A912905 葉○堂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15 四技自控二甲 4A912906 楊○翔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01 四技自控二乙 4A912907 古○鈞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14 四技自控二乙 4A912908 許○凱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10006 四技自控二乙 4A912909 鄭○懹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30002 四技自控三乙 4A812904 陳○璋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A10005 四技奈米二甲 4A914901 張○芳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A10012 四技奈米二甲 4A914902 蔡○蓁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A10004 四技奈米二乙 4A914903 吳○龍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A30001 四技奈米三甲 4A814911 陳○隆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10016 四技車輛二甲 4A915901 黃○勛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10007 四技車輛二甲 4A915902 張○富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10017 四技車輛二甲 4A915903 林○翔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10013 四技車輛二乙 4A915904 吳○鴻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10011 四技車輛二乙 4A915905 鄭○昇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30003 四技車輛三甲 4A815910 吳○安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25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1 林○叡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54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2 薛○綺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60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3 張○誠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11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4 洪○珍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58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5 林○彥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70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6 陳○歆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68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7 蔡○岑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40 四技產設二甲 4A91C908 姚○升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16 四技產設二乙 4A91C909 葉○呈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43 四技產設二乙 4A91C910 蘇○綺
創新產品設計系 E10031 四技產設二乙 4A91C911 劉○麟
創新產品設計系 E30002 四技產設三乙 4A81C914 潘○任
創新產品設計系 E30004 四技產設三乙 4A81C915 陳○妤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4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1 陳○彤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6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2 鍾○諝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7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3 陳○丰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2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4 王○瑜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5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5 蕭○翎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6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6 蕭○嶸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3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7 卓○恩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3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91D908 黃○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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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0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09 潘○謙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8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0 范○忞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1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1 劉○源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9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2 楊○萱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1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3 李○穎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2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4 林○恩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7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5 魏○庭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14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6 蕭○華
流行音樂產業系 F10005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91D917 徐○翔
流行音樂產業系 F30001 四流行音樂三甲 4A81D912 羅○甫
高齡福祉服務系 J10002 四技高福二甲 4A91J901 王○菱
高齡福祉服務系 J10003 四技高福二甲 4A91J902 廖○君
高齡福祉服務系 J10001 四技高福二甲 4A91J903 温○蓁
高齡福祉服務系 J10004 四技高福二甲 4A91J904 林○妡
高齡福祉服務系 J10005 四技高福二甲 4A91J905 張○平
高齡福祉服務系 J30001 四技高福三甲 4A81J906 葉○辰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B10030 四技醫電二甲 4A927901 傅○翔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B10008 四技醫電二甲 4A927902 李○銘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B10011 四技醫電二甲 4A927903 周○樑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B10013 四技電資二甲 4A928901 程○豪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B10012 四技電資二甲 4A928902 謝○琳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B10025 四技電資二甲 4A928903 楊○淇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B30003 四技電資三甲 4A828903 黃○宇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B30002 四技電資三甲 4A828904 張○瑞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B10006 四技控晶二甲 4A92C901 胡○豪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B10018 四技控晶二甲 4A92C902 李○翰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B30004 四技控晶三甲 4A82C903 薛○地
電子工程系 B10034 四技電子二甲 4A930901 金○宣
電子工程系 B10032 四技電子二乙 4A930902 謝○沅
電子工程系 B10005 四技電子二乙 4A930903 黃○偉
電子工程系 B10029 四技電子二乙 4A930904 張○祈
電子工程系 B10033 四技電子二乙 4A930905 黃○毓
電子工程系 B10023 四技電子二丙 4A930906 黃○倫
電子工程系 B10022 四技電子二丙 4A930907 黃○萱
電子工程系 B10035 四技電子二丙 4A930908 郭○祐
電子工程系 B30005 四技電子三甲 4A830922 王○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C10002 四技化材二甲 4A940906 尚○謙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C10011 四技化材二乙 4A940901 蔡○諺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C10013 四技化材二乙 4A940902 徐○晟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C10007 四技化材二乙 4A940903 陳○傑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C10006 四技化材二乙 4A940904 黃○文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C10001 四技化材二乙 4A940905 卓○恩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D10044 四技工管二乙 4A952901 黃○立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D10020 四技工管二乙 4A952902 巫○育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D10033 四技工管二乙 4A952903 游○全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D10047 四技工管二乙 4A952904 陳○恩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D10076 四技電商二甲 4A955901 陳○琪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D10110 四技電商二甲 4A955902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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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D10037 四技電商二乙 4A955903 羅○寧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D10061 四技電商二乙 4A955904 吳○芳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D10099 四技電商二乙 4A955905 陳○睿
國際企業系 D10071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1 蔡○涵
國際企業系 D10109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2 鄭○恩
國際企業系 D10057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3 楊○瑋
國際企業系 D10072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4 陳○琪
國際企業系 D10115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5 蔡○芬
國際企業系 D10023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6 唐○宜
國際企業系 D10018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7 陳○楨
國際企業系 D10113 四技國企二甲 4A960908 陳○文
國際企業系 D10114 四技國企二乙 4A960909 陳○庭
國際企業系 D10003 四技國企二乙 4A960910 楊○琪
國際企業系 D10058 四技國企二乙 4A960911 許○丞
國際企業系 D10100 四技國企二乙 4A960912 李○璇
國際企業系 D10039 四技國企二乙 4A960913 卓○函
國際企業系 D10116 四技國企二乙 4A960914 林○偉
國際企業系 D30009 四技國企三乙 4A860910 陳○廷
國際企業系 D30010 四技國企三乙 4A860911 曾○瑄
國際企業系 D30001 四技國企三乙 4A860912 黃○智
企業管理系 D10043 四技企管二甲 4A970901 陳○喆
企業管理系 D10016 四技企管二甲 4A970902 黃○筠
企業管理系 D10112 四技企管二甲 4A970903 黃○安
企業管理系 D10103 四技企管二甲 4A970904 鄭○璇
企業管理系 D10012 四技企管二甲 4A970905 潘○智
企業管理系 D10017 四技企管二甲 4A970906 黃○琳
企業管理系 D10028 四技企管二甲 4A970907 王○瑄
企業管理系 D10013 四技企管二乙 4A970908 林○薇
企業管理系 D10032 四技企管二乙 4A970909 洪○涵
企業管理系 D10063 四技企管二乙 4A970910 林○辰
企業管理系 D10089 四技企管二乙 4A970911 陳○樺
企業管理系 D10082 四技企管二乙 4A970912 白○元
企業管理系 D10070 四技企管二乙 4A970913 吳○廷
企業管理系 D10006 四技企管二乙 4A970914 連○瑄
財務金融系 D10056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1 林○雯
財務金融系 D10010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2 王○芸
財務金融系 D10064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3 汪○家
財務金融系 D10084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4 陽○欣
財務金融系 D10035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5 蔡○臻
財務金融系 D10105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6 林○勳
財務金融系 D10004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7 張○侖
財務金融系 D10046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8 田○嘉
財務金融系 D10088 四技財金二甲 4A980909 陳○諄
財務金融系 D10005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0 李○璇
財務金融系 D10073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1 黃○聿
財務金融系 D10065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2 吳○瑜
財務金融系 D10092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3 蔡○秀
財務金融系 D10069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4 廖○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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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 D10029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5 許○筑
財務金融系 D10080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6 王○雅
財務金融系 D10015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7 林○彧
財務金融系 D10067 四技財金二乙 4A980918 吳○潔
財務金融系 D10087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19 吳○亭
財務金融系 D10002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20 鄭○宇
財務金融系 D10097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21 蔡○彌
財務金融系 D10011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22 陳○睿
財務金融系 D10101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23 楊○
財務金融系 D10093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24 林○安
財務金融系 D10083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25 康○倢
財務金融系 D10107 四技財金二丙 4A980926 黃○鈺
財務金融系 D30008 四技財金三乙 4A880914 邱○軒
財務金融系 D30007 四技財金三丙 4A880915 黃○霖
資訊管理系 D10068 四技資管二甲 4A990901 黃○峯
資訊管理系 D10040 四技資管二甲 4A990902 陳○憲
資訊管理系 D10027 四技資管二甲 4A990903 程○淳
資訊管理系 D10108 四技資管二甲 4A990904 張○廷
資訊管理系 D10059 四技資管二乙 4A990905 卓○勝
資訊管理系 D10050 四技資管二乙 4A990906 陳○勳
資訊管理系 D10096 四技資管二乙 4A990907 洪○惠
資訊管理系 D10024 四技資管二丙 4A990908 蕭○由
資訊管理系 D10036 四技資管二丙 4A990909 黃○娜
資訊管理系 D10094 四技資管二丙 4A990910 陳○瑋
資訊管理系 D30003 四技資管三乙 4A890908 黃○清
資訊管理系 D30011 四技資管三乙 4A890909 楊○萱
會計資訊系 D10041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1 杜○雯
會計資訊系 D10001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2 蔡○鈺
會計資訊系 D10078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3 蔡○竹
會計資訊系 D10104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4 蔡○似
會計資訊系 D10019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5 黃○綺
會計資訊系 D10025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6 陳○昕
會計資訊系 D10031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7 郭○嫻
會計資訊系 D10022 四技會資二甲 4A9A0908 許○偉
會計資訊系 D30006 四技會資三甲 4A8A0910 王○安
會計資訊系 D30002 四技會資三甲 4A8A0911 王○南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81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1 陳○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49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2 林○蓉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52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3 余○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21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4 許○顥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34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5 吳○育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106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6 蔡○潔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45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7 陳○勛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62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8 余○羲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79 四技休閒二甲 4A9B0909 莊○閎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66 四技休閒二乙 4A9B0910 王○貿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102 四技休閒二乙 4A9B0911 黃○銘
休閒事業管理系 D10042 四技休閒二乙 4A9B0912 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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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系 D30004 四技休閒三乙 4A8B0916 陳○玫
應用英語系 G30002 四技英語三乙 4A8C0917 謝○芳
應用英語系 G30003 四技英語三乙 4A8C0918 王○貞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08 四技行流二甲 4A9D0901 郭○亘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98 四技行流二甲 4A9D0902 王○雯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60 四技行流二甲 4A9D0903 蕭○妘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26 四技行流二甲 4A9D0904 王○弘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75 四技行流二乙 4A9D0905 許○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111 四技行流二乙 4A9D0906 吳○民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53 四技行流二乙 4A9D0907 方○翔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91 四技行流二乙 4A9D0908 李○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14 四技行流二乙 4A9D0909 宋○仁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10055 四技行流二乙 4A9D0910 郭○宏
應用日語系 H10013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1 唐○賢
應用日語系 H10014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2 蔡○穎
應用日語系 H10010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3 王○暉
應用日語系 H10023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4 許○婷
應用日語系 H10020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5 蔡○倢
應用日語系 H10011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6 王○綾
應用日語系 H10029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7 顏○樺
應用日語系 H10024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8 陳○
應用日語系 H10021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09 吳○寧
應用日語系 H10009 四技日語二甲 4A9E0910 翁○玲
應用日語系 H10015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1 張○淮
應用日語系 H10032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2 楊○翔
應用日語系 H10002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3 吳○錡
應用日語系 H10033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4 周○佑
應用日語系 H10036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5 施○儀
應用日語系 H10031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6 簡○誼
應用日語系 H10001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7 洪○睿
應用日語系 H10012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8 林○敬
應用日語系 H10025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19 林○翔
應用日語系 H10004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20 洪○惠
應用日語系 H10017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21 鄂○蓁
應用日語系 H10030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22 林○軒
應用日語系 H10027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23 林○威
應用日語系 H10022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24 黃○妤
應用日語系 H10026 四技日語二乙 4A9E0925 梁○薇
應用日語系 H30003 四技日語三甲 4A8E0913 許○程
應用日語系 H30002 四技日語三甲 4A8E0914 李○珍
應用日語系 H30005 四技日語三甲 4A8E0915 戴○丞
應用日語系 H30006 四技日語三乙 4A8E0916 張○瑄
應用日語系 H30001 四技日語三乙 4A8E0917 余○瑩
應用日語系 H30004 四技日語三乙 4A8E0918 溫○卉
資訊傳播系 E10001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1 陳○彬
資訊傳播系 E10051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2 楊○瑄
資訊傳播系 E10002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3 張○嬋
資訊傳播系 E10041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4 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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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全稱 准考證號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傳播系 E10069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5 柯○羽
資訊傳播系 E10019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6 黃○璁
資訊傳播系 E10037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7 黃○雅
資訊傳播系 E10020 四技資傳二甲 4A9F0908 陳○雯
資訊傳播系 E10006 四技資傳二乙 4A9F0909 林○柔
資訊傳播系 E10017 四技資傳二乙 4A9F0910 周○丞
資訊傳播系 E10026 四技資傳二乙 4A9F0911 葉○儀
資訊傳播系 E10052 四技資傳二乙 4A9F0912 蕭○琪
資訊傳播系 E10055 四技資傳二乙 4A9F0913 郭○昕
資訊工程系 B10021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1 李○材
資訊工程系 B10027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2 黃○瑄
資訊工程系 B10015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3 周○宇
資訊工程系 B10014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4 陳○錡
資訊工程系 B10010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5 王○誠
資訊工程系 B10001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6 施○柔
資訊工程系 B10019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7 張○誌
資訊工程系 B10024 四技資工二甲 4A9G0908 楊○嘉
資訊工程系 B10003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09 陳○彥
資訊工程系 B10026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0 呂○誠
資訊工程系 B10004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1 張○瑜
資訊工程系 B10007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2 黃○鈞
資訊工程系 B10028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3 林○哲
資訊工程系 B10020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4 吳○芸
資訊工程系 B10009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5 張○今
資訊工程系 B10017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6 郭○佑
資訊工程系 B10016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7 劉○成
資訊工程系 B10031 四技資工二乙 4A9G0918 吳○潔
資訊工程系 B30001 四技資工三乙 4A8G0905 翁○和
生物科技系 C10009 四生技食品二甲 4A9H0901 吳○妤
生物科技系 C10005 四生技食品二甲 4A9H0902 鄭○熏
生物科技系 C10010 四生技食品二乙 4A9H0903 董○君
生物科技系 C10004 四生技食品二乙 4A9H0904 蔡○絹
生物科技系 C10008 四生技食品二乙 4A9H0905 馮○鼎
生物科技系 C10012 四生技食品二乙 4A9H0906 黃○穎
生物科技系 C10003 四生技食品二乙 4A9H0907 蕭○宇
生物科技系 C30002 四生技食品三甲 4A8H0905 朱○毅
生物科技系 C30001 四生技食品三乙 4A8H0906 沈○心
幼兒保育系 I10001 四技幼保二甲 4A9I0901 孫○謙
幼兒保育系 I10002 四技幼保二甲 4A9I0902 林○涵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E10047 四技商設二甲 4A9J2901 楊○欣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E10005 四技商設二甲 4A9J2902 徐○雯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E10007 四技商設二甲 4A9J2903 李○葶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E10021 四技商設二甲 4A9J2904 黃○涵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E10056 四技商設二甲 4A9J2905 吳○霓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46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1 劉○廷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22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2 梁○淇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08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3 吳○凱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38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4 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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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全稱 准考證號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12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5 陳○安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66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6 陳○漢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57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7 賴○安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10063 四技動畫二甲 4A9J3908 林○妤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E30003 四技動畫三甲 4A8J3909 林○羽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67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1 王○茹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03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2 盧○帆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35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3 謝○鳳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61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4 楊○婷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39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5 吳○哲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14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6 羅○騏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44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7 蔡○琪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50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8 宋○毅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59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09 洪○聲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71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10 鍾○予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10045 四技創設二甲 4A9J5911 黃○珉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30001 四技創設三甲 4A8J5907 陳○伃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E30005 四技創設三甲 4A8J5908 陳○均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32 四技多樂二甲 4A9K0901 許○瑋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18 四技多樂二甲 4A9K0902 張○淇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15 四技多樂二甲 4A9K0903 呂○衡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62 四技多樂二甲 4A9K0904 蘇○維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04 四技多樂二甲 4A9K0905 陳○茜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49 四技多樂二甲 4A9K0906 蔡○廷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36 四技多樂二乙 4A9K0907 陳○中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27 四技多樂二乙 4A9K0908 李○琇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28 四技多樂二乙 4A9K0909 鄭○軒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24 四技多樂二乙 4A9K0910 林○光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53 四技多樂二乙 4A9K0911 周○柘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23 四技多樂二乙 4A9K0912 陳○為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10048 四技多樂二乙 4A9K0913 符○瑋
光電工程系 B10002 四技光電二甲 4A9L0901 蔡○辰
餐旅管理系 D10007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1 陳○睿
餐旅管理系 D10077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2 陳○眉
餐旅管理系 D10038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3 黃○瑜
餐旅管理系 D10009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4 廖○鈺
餐旅管理系 D10051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5 陳○廷
餐旅管理系 D10085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6 蔡○佑
餐旅管理系 D10030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7 賴○誠
餐旅管理系 D10054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8 彭○聿
餐旅管理系 D10095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09 張○云
餐旅管理系 D10086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10 劉○沛
餐旅管理系 D10048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11 陳○蓁
餐旅管理系 D10074 四技餐旅二乙 4A9M0912 黃○銘
餐旅管理系 D30005 四技餐旅三乙 4A8M0912 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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