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710101 謝　恩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2 李丞勛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3 林子閔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4 郭信宏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5 林婷萱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6 廖旭崧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7 羅奕程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8 石郁寧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09 陸　敏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0 謝竣宇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1 蔡皓宇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2 鄭永隆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3 郭岳霖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4 徐印良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5 林琮朕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6 江金凱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7 蘇柏瑞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8 施焴晟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19 李哲銘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0 王易紘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1 董佳哲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2 吳家義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3 楊思沛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4 蔡昀志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5 官苑彰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6 王瑞明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7 孫穎安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8 辜文翰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29 王裕碩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0 吳曜丞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1 翁志豪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2 吳旻儒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3 郭昱慶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4 鄭兆博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5 童湘婷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6 李岱容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7 吳政彥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8 吳綸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39 李建和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140 郭晉平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710201 鄭有為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02 許中競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03 黃承傑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04 張皓翔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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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0205 許傑凱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06 李其霖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07 黃澤宇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08 解宗霖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09 鄭嘉絡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0 廖志軒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1 黃玟珺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2 許晨泰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3 陳韋龍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4 楊皓宇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5 呂子樑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6 蘇永渠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7 石辛冠諭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8 陳奕安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19 吳冠慧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0 葉佳衡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1 林俊宇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2 蔣季洋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3 阮一鈞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4 陳柏智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5 傅宗屏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6 黃俊彥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7 張信宏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8 賴義勝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29 劉尚儒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0 陳育諺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1 洪旭泰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2 陳建宇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3 湛宇豪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4 林家緯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5 林羿閔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6 駱劭庭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7 楊宗穎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8 陳弘議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39 吳明城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40 陳奏豪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41 巫宇紋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42 黃治元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243 崔祐豪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710301 康詠婷 食品科學系

110710302 莊佳蓉 食品科學系

110710303 蕭雅如 食品科學系

110710304 葉瑋婷 食品科學系

110710305 陳芝佑 食品科學系

110710306 羅民舜 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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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0307 張佑瑄 食品科學系

110710308 方晟宇 食品科學系

110710309 郭又銘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0 龔　茗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1 李怡蒨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2 楊欣諭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3 蔡易展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4 陳彥岑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5 吳玟臻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6 留湘婷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7 劉罡麟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8 陳彥儒 食品科學系

110710319 李曉愛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0 瞿侖珈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1 林彥志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2 許柏凱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3 楊子賢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4 林浚瑋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5 廖翊扉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6 林芳綾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7 陳力瑄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8 王玉君 食品科學系

110710329 劉宗宇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0 謝庭軒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1 蔡宜蓉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2 邵涵婷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3 鄭竹亨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4 隋致萱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5 溫岳樺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6 李思慧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7 王暐婷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8 林正念 食品科學系

110710339 莊怡君 食品科學系

110710340 徐浚昇 食品科學系

110710341 陳廷 食品科學系

110710342 顏浩羽 食品科學系

110710501 張育騰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2 楊淞元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3 吳宗倫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4 薛雅筑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5 蔡宏庠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6 吳博霖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7 徐熙堯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8 詹秉洋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09 陳宥辰 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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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0510 陳宜澤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1 侯奕晨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2 潘昱雅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3 許哲嘉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4 施侑儒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5 廖廷翰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6 蘇祐汝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7 李中佑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8 王子衡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19 張瀞云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0 鍾　瑄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1 吳婕安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2 林晨煜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3 陳詠鑫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4 林子淳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5 葉昊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6 林峻霆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7 王博緯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8 林子豪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29 廖明志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0 曾柏貞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1 張鐿瀧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2 廖晏霆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3 施泓宇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4 鄭楷霖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5 楊紓泙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6 林哲瑋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7 吳浚瑋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8 李宗翰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39 張仲恩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40 劉瑞姿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41 黃炯瑞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542 陳玉菁 資訊工程學系

110710401 陳凱祥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2 廖家緯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3 蕭妤庭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4 簡偉翔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5 黃馨萱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6 蘇崇瑋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7 葉宇軒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8 許淳凱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09 周均謙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0 黃翊銘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1 何佩蓁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2 賴承顥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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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0413 謝龍賢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4 劉芊慧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5 蕭良愷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6 蔡承昱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7 劉家瑋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8 許仲毅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19 郭紜君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0 許馥麒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1 陳霆叡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2 柯金純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3 江旻翰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4 郭子誼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5 何宜蓁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6 紀勻婷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7 陳易陽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8 沈鑫佐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29 林哲安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0 洪鈺凱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1 林家賢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2 魏子政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3 翁芯玥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4 刁義軒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5 呂逸昕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6 吳若豪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7 吳冠陞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8 李承哲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39 丁于晏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40 沈品志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0441 高恩佑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713101 李星昱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2 楊靜宜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3 朱盈樺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4 洪宜君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5 丁加全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6 王靖貽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7 郭家益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8 黃子豪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09 顏士翔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0 陳羿帆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1 謝香淳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2 潘佳賢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3 周　劭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4 申　靜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5 宋奕霖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6 王靖婷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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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3117 戴玉茹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8 王繹淳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19 陳琇嫆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0 王靖雯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1 鄭淳瓅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2 蔡芸瑄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3 張　渟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4 呂祐任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5 莊釬釬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6 黃芳琦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7 孫譽瑄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8 蕭薇龍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29 吳宇葳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0 莊凱傑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1 康偉智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2 李挺意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3 卓可家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4 黃國安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5 蘇凱賓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6 陳柏愷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7 江羿欣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8 陳律穎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39 黃姿瑛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40 林采芳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41 楊于萱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42 王禹傑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3143 劉智聰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712101 楊湉籈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2 余曉雯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3 賴萱穎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4 陳芷筠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5 楊培妤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6 柯斐繡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7 王蘭岍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8 蔡家和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09 許瑜芸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0 梁彧祥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1 陳禹君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2 陳奕潔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3 林威儒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4 夏正霖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5 陳沂潔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6 許孟涵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7 包智學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18 李宜蓁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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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2119 施沛辰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0 張瑋玲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1 廖虹毓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2 董　衡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3 郭庭輒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4 盧則宇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5 鄒皓宇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6 藍千晴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7 林大喬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8 邱星瑀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29 郭桂慈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0 洪梓薰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1 王家萱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2 翁楷哲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3 陳丞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4 黃莨淯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5 李季庭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6 姜育淳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7 汪學智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8 許原嘉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139 詹書函 應用英語學系(甲班)

110712201 張容嘉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2 郭子琳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3 周定澤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4 黃珈毓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5 林沂玟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6 林佳誼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7 黃繪羽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8 楊熾偉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09 鄧馥旻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0 黃瑋婷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1 伍璇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2 張永心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3 鄭晶瑋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4 張力文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5 洪宜恆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6 廖力瑢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7 陳穎穎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8 張瓊云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19 莊子萱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0 溫晉騰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1 曾宣錞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2 張加恩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3 楊文翰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4 邱宇君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5 郭品暄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6 陳品宏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7 鄭辰磊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8 李莉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29 陳彥萍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0 江筱云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1 范祐豪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2 江旅翎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3 陳以欣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4 林禹彤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5 吳沛瀅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6 黃雅歆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7 蘇宇恒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238 朱美輿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712401 林妤邗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2 郭小慈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3 賴亮吟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4 鄭詠潔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5 鍾玉琳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6 黃　琦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7 方允芃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8 曾　妮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09 林紫綺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0 張媛珺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1 何姿俞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2 徐聖嵐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3 吳婕妤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4 鄭丞哲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5 吳珈妮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6 王振庭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7 顏敏亘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8 賴荺霏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19 梁鈞程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0 郭恒宇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1 李婉瑄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2 沈學宏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3 李明潔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4 雷壬霈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5 李皇誼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6 蔡昀晏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7 陳柏豪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8 盧宜汶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29 鄭　妍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0 畢思琦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1 張舒涵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2 何澤源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3 莊宏文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4 黃泓閔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5 江晟愷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6 姚彥丞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7 陳冠妃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8 吳珮瑜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39 楊詠宏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40 周汶歆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2441 黃泓翔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713201 徐立騰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2 蔡佳軒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3 羅俊瀚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4 祝志泉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5 施名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6 梁茹珺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7 蔡佩真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8 陳靖翰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09 張琪筑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0 江彥菱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1 何品儀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2 李杰恩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3 謝承庭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4 李泓懌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5 何詠霈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6 黃筱閔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7 陳雅慧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8 鮑加安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19 卜朝霏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0 文學敏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1 湯聖慈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2 湯蕙瑄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3 廖政豪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4 林芸璟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5 詹怡諠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6 杜南石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7 林昕萮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8 蔡雅淇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29 劉哲明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0 楊秭昕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1 王映涵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2 許博策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3 王景淳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4 黃致勤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5 陳映承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6 王毓婷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7 陳靚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8 李致遠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3239 劉彥辰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711101 周緯家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2 曾沛瑄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3 陳云淇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4 杜　威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5 許達天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6 張嘉芷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7 郭婉苓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8 陳怡慈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09 王盈惇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0 陳卉榛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1 林安如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2 龍琰繡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3 鐘子翔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4 蔡涵玫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5 林欣穎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6 曾靖云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7 侯　峻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8 張云馨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19 王洋仁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0 郭習雯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1 王彥淳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2 張詠琦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3 陳譽文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4 鄭予帆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5 陳晉嘉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6 何俊賢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7 王家璟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8 黃怡蓁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29 李季芸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0 劉修誠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1 卓泳霈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2 簡聖儒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3 王承濬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4 劉庭妤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5 蔡宛玲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6 劉采昀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7 劉巧蝶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8 簡澤宏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39 陳毓旂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40 蔡欣容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41 何旻潔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142 黃元禾 企業管理學系(甲班)

110711201 何純君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企業管理學系



110711202 吳紹瑋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03 彭崇恩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04 周冠宇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05 徐玉樺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06 丁鴻翰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07 侯奕安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08 歐川睿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09 莊郁萍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0 莊筑安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1 黃品蓉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2 陳佑昀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3 黃心慧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4 陳麒安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5 范可欣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6 陳穆瑩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7 楊淯祺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8 葉俊煒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19 欧雨晴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0 楊政達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1 黃美慧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2 高振庭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3 薛嘉萱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4 李劭妤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5 施雅棋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6 劉奕呈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7 黃奕斌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8 楊雅筑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29 王怡文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0 劉𣝾𣝾盈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1 鄭茵珈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2 侯宜廷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3 張雯淇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4 黃楷雯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5 黃苡珊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6 高以絜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7 譚晉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8 林國達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239 鄧安芸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711301 何永翔 觀光學系

110711302 鍾雅濡 觀光學系

110711303 林若葳 觀光學系

110711304 彭䕒瑢 觀光學系

110711305 鄭育婷 觀光學系

110711306 廖佩妏 觀光學系

110711307 黃雅琪 觀光學系

觀光學系



110711308 方書嫺 觀光學系

110711309 賴姿姍 觀光學系

110711310 陳思齊 觀光學系

110711311 曾湘婷 觀光學系

110711312 陳又慈 觀光學系

110711313 湯紫涵 觀光學系

110711314 陳琮憲 觀光學系

110711315 林　瓏 觀光學系

110711316 陳芷羚 觀光學系

110711317 潘思玓 觀光學系

110711318 薛章翔 觀光學系

110711319 陳曼琳 觀光學系

110711320 劉秉諺 觀光學系

110711321 謝承甫 觀光學系

110711322 何宇揚 觀光學系

110711323 丁婉慈 觀光學系

110711324 林文琍 觀光學系

110711325 陳琬宜 觀光學系

110711326 沈芝毓 觀光學系

110711327 李穎臻 觀光學系

110711328 謝其航 觀光學系

110711329 黃任民 觀光學系

110711330 楊鈞兆 觀光學系

110711331 洪廷玉 觀光學系

110711332 李曉蓮 觀光學系

110711333 蔡昀哲 觀光學系

110711334 黃宜偉 觀光學系

110711335 高靖翔 觀光學系

110711336 劉育辰 觀光學系

110711337 葉寶伶 觀光學系

110711338 呂冠緯 觀光學系

110711339 周育樟 觀光學系

110711340 周晏臣 觀光學系

110711341 黃致憲 觀光學系

110711342 梁琇媛 觀光學系

110711343 戴妤庭 觀光學系

110711344 郭沂詩 觀光學系

110711345 謝昀希 觀光學系

110711346 劉淑妮 觀光學系

110711347 林淑敏 觀光學系

110711348 陳杰勇 觀光學系

110711401 曾佩玲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2 陸怡綾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3 柯昱伶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4 王登偉 運動與休閒學系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5 林沛璇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6 黃家瑜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7 鄭言濬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8 楊尚文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09 魏琪真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0 黃柏閎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1 楊士震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2 林彥宇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3 許展碩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4 涂清雅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5 宋延鴻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6 安冠勳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7 李鄭羽庭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8 楊亦祺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19 何嘉竜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0 林揚諺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1 廖振楷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2 蘇于展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3 汪宗帥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4 蔣仁杰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5 汪奇昱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6 蕭政祥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7 楊壬霆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8 張維倫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29 吳承彥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0 徐子晴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1 方元佳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2 藍貫豪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3 郭人瑄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4 張秝羚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6 邱楚諭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7 廖國翔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8 蔡昀儒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39 鍾宇倫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40 陳威名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41 劉景欣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42 劉　軒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43 黃靖延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44 鄭百益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445 陳泓彥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711501 羅譽禔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2 林　瓏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3 江品蓉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4 曾靖琳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5 林芷蓉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6 江靜瑀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7 林鋐澤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8 曾睿煬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09 王貫穎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0 林俊佑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1 陳楷婷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2 蘇冠豪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3 蔡裕德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4 胡有琛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5 彭嘉洋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6 陳定宏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7 蔡佩璇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8 許宏斌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19 黃耀霆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0 鄭以鈴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1 吳蕙君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2 黃泓瑋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3 蕭浚瑜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4 吳旻芳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5 林峻緯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6 洪宇煜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7 洪揚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8 李威霆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29 江忻曄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0 林宜平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1 張竣翔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2 李思沛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3 洪綦泰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4 廖苓茜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5 吳長庭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6 許維玲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7 林俊億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8 莊沛杉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1539 李宜璇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714101 陳詠晴 護理學系

110714102 黃玉秀 護理學系

110714103 蔡紫綾 護理學系

110714104 余佳樺 護理學系

110714105 徐郡彣 護理學系

110714106 王鈺紫 護理學系

110714107 薛姍渝 護理學系

110714108 劉瀚謙 護理學系

110714109 洪睿澤 護理學系

110714110 朱嘉敏 護理學系

110714111 張芳榕 護理學系

護理學系



110714112 詹宜蓁 護理學系

110714113 林旻蓉 護理學系

110714114 蔡雯雅 護理學系

110714115 陳律竹 護理學系

110714116 劉維欣 護理學系

110714117 黃　唯 護理學系

110714118 李晉賢 護理學系

110714119 鄧宜文 護理學系

110714120 薛嘉宜 護理學系

110714121 李憶漩 護理學系

110714122 柯翊翎 護理學系

110714123 陳皓彤 護理學系

110714124 紀嘉齊 護理學系

110714125 謝昌哲 護理學系

110714126 楊書婷 護理學系

110714127 林祐萱 護理學系

110714128 楊子瑩 護理學系

110714129 潘國恩 護理學系

110714130 廖貞閔 護理學系

110714131 林庭潔 護理學系

110714132 陳裕皓 護理學系

110714133 林佑禧 護理學系

110714134 黃芮翎 護理學系

110714135 楊雅慈 護理學系

110714136 吳佩儒 護理學系

110714137 廖佳柔 護理學系

110714138 張詠絮 護理學系

110714139 張茵棋 護理學系

110714140 劉宣佑 護理學系

110714301 劉沛宇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2 劉穎如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3 王芊文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4 戴以文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5 張雅婷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6 鐘雯郁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7 許雅淳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8 洪梓宜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09 陳羿蓉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0 謝秉翰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1 盧姮安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2 陳詩庭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3 楊湘婷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4 張庭瑄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5 薛康海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6 劉亮欣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7 林佳洵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8 程珮娟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19 蘇亮怡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0 方啟峰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1 謝嘉元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2 楊鎮昇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3 陳晴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4 劉彥瑩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5 洪斳賢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6 何采軒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7 方敏晏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8 曾敏瑜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29 余享源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0 王逸翰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1 陳漢儒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2 廖振廷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3 郭俊廷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4 陳品豪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5 查緯信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6 薛雅蔓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7 莊淳宇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8 鍾茹欣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39 杜瑀璦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40 賴奕均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341 李巧馨 社會工作學系

110714201 劉佩臻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2 林君俞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3 鄭鈺璇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4 鄭雅倚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5 洪意晴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6 詹凱棠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7 蕭竣耀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8 張碧珊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09 蔡逸蓉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0 方禹綺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1 高毅慈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2 羅凡鈞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3 林詠淇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4 蔡睿茵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5 郭叡誠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6 黃宜嫻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7 盧伯彥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8 郭致均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19 潘峪安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0 彭鈺倢 長期照護學系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1 楊淳貿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2 方定堯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3 洪瑞謙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4 廖柏睿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5 黃世昕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6 賴晁毅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7 紀維軒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8 劉幸旺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29 王湘寧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0 蔡欣靜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1 楊右臣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2 陳姵綺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3 鄧易琛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4 吳首霏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5 何助駿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6 周健鈞 長期照護學系

110714237 黃寶意 長期照護學系

110512330 賀怡珊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1 劉瑋霖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2 林琪雯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3 胡雯淇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4 王韻喬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5 潘冠汝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6 許睿承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7 林明璋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8 吳千照 華語文學系

110712309 鄭涵月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0 張瑋珊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1 趙翊君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2 張娓兒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3 蔡婕欣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4 蕭怡萱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5 藍思涵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6 黃若瑜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7 邱宇嘉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8 陳怡安 華語文學系

110712319 張菀庭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0 林暐哲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1 葉家毓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2 謝佩倪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3 黃紹鈞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4 廖姿宣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5 吳伃涵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6 吳博凱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7 施怡安 華語文學系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8 許芸華 華語文學系

110712329 鄭紓婷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0 韓君洋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1 李忻昀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2 徐宇廷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3 余信成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4 林奕綺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5 劉俐吟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6 蘇柏蓉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7 施博凱 華語文學系

110712338 陳韻如 華語文學系

110713301 朱苓方 建築學系

110713302 張可澔 建築學系

110713303 陳怡伶 建築學系

110713304 鄭詒蓁 建築學系

110713305 黃朝新 建築學系

110713306 雷詩妤 建築學系

110713307 蘇宇湘 建築學系

110713308 黃詩涵 建築學系

110713309 楊佾澄 建築學系

110713310 吳祐昇 建築學系

110713311 王姿予 建築學系

110713312 王俐心 建築學系

110713313 吳柏徵 建築學系

110713314 黃冠塍 建築學系

110713315 呂彥勳 建築學系

110713316 連品豪 建築學系

110713317 林沛榆 建築學系

110713318 陳姿寧 建築學系

110713319 賴依婷 建築學系

110713320 陳琮軒 建築學系

110713321 陳奕安 建築學系

110713322 曾立維 建築學系

110713323 楊緒庭 建築學系

110713324 周晨玥 建築學系

110713325 曹友佳 建築學系

110713326 孫奧 建築學系

110713327 方政揚 建築學系

110713328 沈怡秀 建築學系

110713329 褚瑞博 建築學系

110713330 楊侃峰 建築學系

110713331 陳祖平 建築學系

110713332 張展銘 建築學系

110713333 王于綺 建築學系

110713334 林鋐彰 建築學系

建築學系



110713335 朱品霖 建築學系

110713336 吳沛珊 建築學系

110713337 唐培榕 建築學系

110713338 陳昆銘 建築學系

110713339 丁于真 建築學系

110713340 蘇昱碩 建築學系

110713341 溫崇宇 建築學系

110713342 唐嘉鴻 建築學系

110612240 馮瓊瑩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612241 胡德丞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612242 徐庭偉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512145 鍾沛蓁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512146 陳以庭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512147 李冠翰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512148 盧亞俞 應用英語學系(乙班)

110612338 陳怡霖 華語文學系

110612339 陳芳瑾 華語文學系

110612439 錢施諭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612440 榮嘉蕾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10613147 楊逸頎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613148 張志楷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613149 莊蕎宇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613150 李泰德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613151 許鎧汶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10613242 謝嘉澤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613243 張景銘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613244 辜宣淇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613245 周幼雯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613246 楊聯鴻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613247 蔡明軒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613248 楊家蓁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10613343 王郁翔 建築學系

110613344 洪伯群 建築學系

110611243 宓晴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611244 黃湘崴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611245 莊涵文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611246 馮于真 企業管理學系(乙班)

110611345 吳婉鈺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46 鍾子芸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47 蔡瑋云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48 江鎮庭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49 王垣貽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50 張書靜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51 魏至堂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52 李義彬 觀光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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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11353 楊濬澤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354 吳驊峯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450 蔡松銘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611451 吳家瑜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611355 潘奕誠 觀光管理學系

110611453 黃泰榮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611454 余明璋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511460 辛弘毅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0611544 鍾佳蓉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611545 王安傑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611546 楊明頤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611547 李樹弘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611548 李岱晉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10610548 楊士誼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49 陳韋嘉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50 張志涵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51 林孟勳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52 蔡奕騰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53 李奕緯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54 陳翾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55 李承晉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556 王亦德 資訊工程學系

110510552 林宗逸 資訊工程學系

110610145 邱子洋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610146 陳廷維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610147 周育仲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610148 王玄樸 電子工程學系(甲班)

110610243 許登豪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610245 邱柏勛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610246 簡善福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610247 江冠穎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610248 吳翌圻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510142 莊昆侑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510143 游明叡 電子工程學系(乙班)

110610344 蔡瑋晟 食品科學系

110610345 蔡明錡 食品科學系

110610442 許家偉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610443 呂榤峯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610444 張育勝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610445 李恩全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610446 廖呈穎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10614145 黃昱蓁 護理學系

110614146 吳沛潔 護理學系

110614147 陳眉仙 護理學系

110614148 李家盈 護理學系

110614149 蔡欣燕 護理學系

110614241 黃奕緯 長期照護學系



110614242 凌愃禹 長期照護學系

110614243 鄭鈞襄 長期照護學系

110614344 蕭宸蓁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45 戴意憫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46 林登輿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47 張真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48 楊皓傑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49 許禮綸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50 楊勝翔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51 高韻婷 社會工作學系

110614352 陳鈺儒 社會工作學系

110514354 許芯玫 社會工作學系

110514355 張易 社會工作學系

110742501 李昀駿 閩南所學位學程

110742502 陳宗倫 閩南所學位學程

110742503 盛根本 閩南所學位學程

110742504 胡家睿 閩南所學位學程

110742505 魏珮如 閩南所學位學程

110742506 許萬恭 閩南所學位學程

110742507 方巧涵 閩南所學位學程

110740101 許宗賢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102 郭致軒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103 王 萱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104 謝欣祐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105 徐楚茗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1 陳學靜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2 黃鈺婷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3 張瑛珊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4 吳珮竹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5 李耀靈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6 楊雅晴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7 郭秋慧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8 鍾庭瑋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309 陳姿穎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0740401 李冠穎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2 許秀鴻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3 吳薇薇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4 李依信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5 袁中明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6 薛怡強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7 陳姬瑛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8 江奕昕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409 陳正勳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301 嘪家如 建築學系碩士班

110743302 李建德 建築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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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43303 吳憶真 建築學系碩士班

110743304 廖梓堯 建築學系碩士班

110743305 莊尚威 建築學系碩士班

110743306 張覓 建築學系碩士班

110743307 朱少川 建築學系碩士班

110743101 蔣立恩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0743102 孫令芝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0743103 王建利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0743104 藍世賢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0743105 陳民勝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0743106 詹勝勛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0742601 許孟雄 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

110742602 邱海綺 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

110741101 陳衍利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2 張曉嘉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3 張玉青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4 辛凱琳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5 呂家儀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6 許文綾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7 陳怡均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8 蔡美芬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09 陳嶺鑫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110 許芳瑜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1301 陳保辰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2 邱婉婷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3 陳萲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4 陳淑雯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5 廖翊期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6 何玉貞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7 盧令專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8 許柏文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09 蔡佾旅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10 陳庭鈺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311 林曉婷 觀光學系碩士班

110741401 吳孟儒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1402 鄭莞琳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1403 楊霈璿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1404 陳亭汶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1405 張瑄倫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1406 謝舒婷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1407 蕭偉良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1408 胡詩平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10740701 紀虹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0702 廖韋鈞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0703 郭友禾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0704 林宗杰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0705 洪晟峯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0706 林智勛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0707 吳家瑄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0708 梁原霖 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班

110743201 張心玫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202 林谷峰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203 陳麒淞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204 劉華泰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205 廖婧羽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206 邱于昕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207 黃威晃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3208 柯景耀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碩士班

110740301 陳學靜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2 黃鈺婷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3 張瑛珊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4 吳珮竹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5 李耀靈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6 楊雅晴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7 郭秋慧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8 鍾庭瑋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40309 陳姿穎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10718001 齊家鋮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2 梁湘桂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3 馬丹藝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4 黃鴻飛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5 王金勇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6 王澤宇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7 李文娟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8 王奕澎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09 蕭詩楠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10 周一明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11 張李敏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12 曹競文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13 陳迎君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14 黎曉欣 日間部學分班

110718015 霍楚寧 日間部學分班

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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