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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名稱 系科組名稱 統測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6010016 游名濤

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4010403 謝宗霖

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 56010207 徐奕亨

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 56010488 莊博仁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111 許崇翔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198 王紹恩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60010188 徐銘煒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10197 蘇浚洋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463 李秉厚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4010473 張鈞凱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4010361 陳君瑋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60010171 徐治皓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61010907 蔡東翰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054 王瑋綸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4010287 鄒昱霖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2010696 林毓宸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10138 謝旻珈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10202 許合霖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1010053 劉哲劭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1010069 王重喆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4010376 李彥廷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270 陳心禧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3010018 陳君瑋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3010074 許貫傑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73010031 林皓乘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73010033 朱益炘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325 林勝烽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314 張立承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318 李鈞奕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366 陳佳穎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394 林冠廷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9010003 彭達丞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60010005 陳昱全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10126 黃睿清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7010129 楊皓文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7010169 李竣霆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10254 陳致灝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1020092 吳育丞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72020094 李哲廣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20219 沈德嶄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20055 黃呂誠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20027 吳智瑋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20056 陳慶哲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20060 吳柏緯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60020026 林家正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20174 蕭聖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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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20082 謝旻峻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6020037 楊敬銓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20047 劉鈺輝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20084 鄭育全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57020144 林子軒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7020235 羅家緯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7020011 郭柏宏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7020391 陳君億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7020385 許廷毓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6020033 邱國展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7020079 陳政維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61020393 邱建凱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60020003 周嵊錡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7020319 傅少君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6020116 蔡浡幃

動力機械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56020136 黃浩軒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20152 曾翔渝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61020029 林品程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7020318 游富麟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20178 吳柏鴻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20186 饒佰書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4020242 簡文昱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7020198 鄭元豪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4020029 王愷謙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20125 簡良翰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20133 董濰晴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20137 鍾丞凱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7020399 陳泯錡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7020064 黃煥森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6020026 張名毅

動力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54020068 陳昱誠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280 游博誠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374 許軒翔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402 鄭柏瑞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386 郭智勛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61020363 邱冠銘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255 翁家棋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204 徐金廷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063 林靖閎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7020182 呂煒賢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5020156 張揚陞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77020010 吳紀為

動力機械群 工業管理系 56020012 黃紫傑

動力機械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6020011 江謝昕學

動力機械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2020525 劉俊麟

動力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020158 古文寶



 107學年度聯合登記分發榜單公告

類別名稱 系科組名稱 統測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動力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020077 劉立千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2510315 張哲瑋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510132 呂宗憲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70 涂智鈞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510019 林鴻易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510061 關彥銘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510077 蔡榮宏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510117 王韋傑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2030498 呂承儒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85 梁佑晨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117 李旻翰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25 林于誌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6030007 張耀紳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4030271 林俊豪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4030024 龔煒升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73030030 李思辰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9030016 彭尊泓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9030035 鍾宇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9030064 李坤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4030092 徐有賢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9030094 彭日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9030102 孫耘翰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9030130 温育賢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63510007 陳彥樺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2030639 黃柏瑋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65030271 蔡孟洹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9510017 謝慕群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510131 黃靖傑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56 游子毅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60 萬柏江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64 麥家榕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127 葉時嘉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135 李柏昇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91 廖柏勛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096 宋文揆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7030103 劉安碩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 54030025 陳勇齊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030076 謝其晏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030024 李凱軒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9030095 潘鉅沅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4030207 呂峻愷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9030071 張振佑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6030026 葉真宇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186 溫宏翔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081 陳文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142 徐崇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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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146 藍永為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170 黃秉豪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173 李汪璋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063 鄧立德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031 莊英琦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68030105 杜建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030078 林子恩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030054 邱華君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子工程系 58510025 陳冠維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子工程系 57510030 宋俊霆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類 電子工程系 51030037 陳奕夫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6040326 劉祺煥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4040419 熊凱琪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9040054 徐佑昇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64040004 朱贊群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021 呂彥辰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1040044 莊皓翔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161 江佶翰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081 劉書瑜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6040471 莊文皓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491 鄒佳翰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427 趙子竣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543 廖國勤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162 林郁盛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378 廖育浦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531 吳德昌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674 梁郁晴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566 張紹桓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582 許佑祥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618 符承揚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工程系 57040007 鍾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61040733 林柏承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7040111 曾東富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7040449 馬鼎欽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8040165 吳俊宏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5510056 劉子豪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7040507 黃柏誠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6040435 邱上倫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4040125 蔡有承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7040329 馮立丞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9040090 古志翔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6040230 張翊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59040250 陳乙佐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 73040135 游冠維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子工程系 57040293 李政軒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子工程系 54040279 陳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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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子工程系 56040092 劉政夆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子工程系 56040124 謝宇誠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子工程系 57040670 周佩昀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子工程系 57040638 邱世安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57040119 吳冠儒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57040355 黃昱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57040223 黃楷文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57040227 溫晨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56040132 徐健翔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57040277 簡志穎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57040660 邱崧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 63510016 葉詞翔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9040268 魏宇弘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7510134 邱嚴霆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56040383 江鋐恩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9040036 陳冠辰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9040339 蔣許紘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9040151 楊怡靜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7510177 呂俊穎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4040103 呂東穎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70040273 黃順益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67040283 馬鼎智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60510048 吳梓翔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6040374 陳信全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40494 劉得宏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6040233 金則丞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40115 陳建愷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40042 黃俊銘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40291 李宸緯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40083 林嘉榮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40459 黃柏叡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40251 李普淳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4040458 陳柏宇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40174 吳鴻源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4040176 朱建隆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4040220 林志陽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40169 魏清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73040064 吳仁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510162 許台渲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40534 張文郁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60040041 徐立烜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40003 林彥泓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40036 葉朝雲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40334 董惟霆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9040290 彭裕軒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40026 溫子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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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4040439 江冠穎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9040286 蔡旻樺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6040290 劉祖向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7510027 張均豪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9040093 黃俊翰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7040469 許敦陽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7040242 鄧楷祺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4040318 魏英羽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應用空間資訊系 57040106 王鈞妮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55510022 姜淑琳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60510055 陳昭志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54040155 楊鎮愷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57510038 黃自麟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57510094 吳梁傳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59040194 劉康慶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61040095 陸瑞賢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工業管理系 66040050 黃韋博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40124 林光禧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40047 林峰沁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9040008 楊喬安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工程系 72060122 陳均宇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工程系 52060131 蕭于然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工程系 63060054 吳幸樺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工程系 64060061 林奕丞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工程系 64060007 陳裕能

土木與建築群 應用空間資訊系 63060057 彭祺麟

土木與建築群 應用空間資訊系 63060093 廖俊彥

土木與建築群 應用空間資訊系 61060054 洪誌壕

土木與建築群 應用空間資訊系 73060006 蔡瀚群

土木與建築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70060057 陳炳翰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56070021 姜磊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57070278 張乃仁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57070330 蔡杰翰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58070007 曾喬筠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58070071 彭郁渲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53070571 簡子堯

設計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70230 曾郁程

設計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70162 許智賢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150 張証峰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218 屈思綺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3070977 高謦伃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396 徐與鑫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403 吳雨柔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331 鄧玉永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4070424 楊沅敏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1070058 陳維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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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1070110 李珮鈺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70114 沈俞廷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439 胡靜彤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9070039 蔡憶婷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9070043 林筠倫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5070220 辜雨宸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3071104 王心怡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2071285 温國焜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9070102 王昭元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070392 吳孔智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433 羅紫云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629 吳偉宏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070069 李雲龍

設計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70062 羅兆妤

設計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60070035 李雅雯

設計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70593 陳睿安

設計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70613 劉依亭

設計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6070005 林楷彬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070322 周庭歡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070198 孫雅婷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070210 黃婷郁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6070325 戴佳琳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070669 陳仲璇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070689 官憶婷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6070244 張婷萱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070501 賴昱宏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070545 林杰儒

設計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6070029 朱彥融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2080127 張晟昊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2080119 黃湘涵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70080017 諶俊廷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7080016 邱仕宇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2080011 簡文健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66080001 莊承諺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66080013 李柏志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2080034 柯品旭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6080008 陳仲志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6080043 林暐傑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2080104 尤鈞弘

工程與管理類 工業管理系 57080021 黃姿瑜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61530206 楊心鈺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068 陳俞文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8090626 曾品鈞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8090658 周郁凱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62090084 林俐馨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60090079 何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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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6090128 范志祥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011 葉佳君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191 閆歆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1446 陳盈盈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6090089 呂婉稜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875 洪文瑩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68090394 許彣禔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5090039 許文貞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578 徐嘉柔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638 謝芷華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5090128 李星樺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134 賀子桓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60090469 曾駿翔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9090220 呂品寬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6090278 陳柔安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6090677 謝郁琪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6090550 林鈺庭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291 魏嘉君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7090351 趙擎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8090716 巫承遠

商業與管理群 企業管理系 59099801 連正璿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6090021 張家菘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2090468 周冠廷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7090674 廖珮如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6090142 吳宗哲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7091113 高煜傑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60090185 許永慶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5090642 林忻昱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7530070 陳仕勳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7090695 王俊迪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64090581 吳建樺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7091127 鄭譿君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56530039 簡得智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6090064 呂佳哲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4090853 張家偉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0920 鄭亞庭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0572 呂鈺晨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0604 宋育沁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0748 盧德恩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1012 王趯樺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1016 邱奕嘉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5090495 曾永炫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1034 苗怡葳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1278 趙柏諺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1202 王智麟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60090477 廖永浩



 107學年度聯合登記分發榜單公告

類別名稱 系科組名稱 統測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0566 侯宜欣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6090593 簡麒安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6090724 方富偉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 57090806 黃瑜培

商業與管理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530101 陳思齊

商業與管理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60090052 盧凱華

商業與管理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60090379 邱莉媛

商業與管理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4090656 黃意庭

商業與管理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7091220 趙千利

商業與管理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7090281 陳筱鈞

商業與管理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7090912 許秋婷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0704 邱郁媗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0716 蕭佑安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6090380 陳彥霖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0848 江謝馥庄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0020 林軒豪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0180 吳心文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1250 鄧福漢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1290 葉芸臻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1386 黃煜騰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1442 徐子浩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60090213 徐子捷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4090223 宋勇達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1071 王金祥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5090063 陳怡叡

商業與管理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091395 鍾宛庭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1462 陳柏睿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1314 高靖崴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1326 李侑恩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1366 鍾昌浩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1370 劉易昇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61090495 李羽婕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8090025 林子軒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6090397 戴妘珊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0932 簡俊生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0936 許祖詒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0944 宋羽仙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0720 張國軒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0271 賴國緯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7090575 姜陳翔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56090056 張雨珩

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61092282 凌名秀

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66090243 曹唐瑋

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2091546 陳星喬

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4090608 林郁暄

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9090136 劉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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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61530178 許筠暄

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6540030 顏佑容

商業與管理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57540042 曾子沛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57091180 林廷威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57091328 陳韋翰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73090141 梁汎瑄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57091454 莊永昊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71090034 洪緗菱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58090487 張宇成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58090559 任政融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52090035 李宣誼

商業與管理群 資訊工程系 57090315 邱思佳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90399 鄒晴妤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90510 曾瑾文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90245 張絲溶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90051 葉姿辰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57090878 鍾治宏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0882 黃家婕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0922 張子祥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6090526 吳宸瑄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090494 彭國忠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6090325 王瑄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6090337 陳菁晶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6090381 黃祈恩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2090001 林妤菁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74090287 黃冠霖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1172 陳宣妤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1402 胡宇昊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1526 莊筱菁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1055 邱冠綺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4090488 洪偉盛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5090187 黃幼筑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77090031 許家榛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0571 李恒義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8090714 鄭家瑜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1535 李艾霖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4090901 王少陽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0395 劉芋伶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0090071 賴劭恩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74090073 何馥羽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9540022 洪嘉綺

商業與管理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091463 林聖傑

家政群幼保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20090 李潔羚

家政群幼保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4120077 邱子薇

家政群幼保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3520028 徐婉綺

家政群幼保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20041 邱宇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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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群幼保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20195 莊嫚菱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61130628 陳怡安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2520010 鄭宜鈞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130089 鄭琇云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8130096 李旻欣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520005 徐佩芝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625 林立妍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266 張雅婷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022 鍾惠汝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6520015 戴鈴諠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496 林芷伊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618 陳欣惠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634 張邑帆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666 唐文鳳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419 楊佳怡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520025 羅宇淇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520037 高珮育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130164 許維庭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4130072 何欣怡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 57130380 劉采旻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企業管理系 57130233 李琴娘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5130026 曾筱軒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2130111 洪寧均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64130173 黃雯筠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63130043 元琪

家政群生活應用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7130051 張語庭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460 蕭紹韋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5150052 李奕樺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550020 游雅仙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530096 簡儒佳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4150104 王淳銓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157 范俊平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61150519 徐煜桁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025 謝維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081 蔡欣霖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530048 翟圓豐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190 羅于姍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342 徐佳綺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055 吳宜玲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046 沈渝璋

外語群英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50154 楊子誼

外語群英語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61150273 趙振廷

外語群英語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50097 鍾政達

外語群英語類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2530095 曾敏慧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540045 尹如嬿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540053 唐綺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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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004 楊文嘉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2560014 梁昀婕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6160026 楊尹甄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201 吳聲文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257 張玳瑜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265 羅婷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133 沈郁軒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058 鄭宇彤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61160124 林家瑄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136 蔡維倫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072 何軒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076 何翎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540031 范嘉玲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57160005 洪婕曦

外語群日語類 應用外語系 64160052 蕭億霖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787 呂明峻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819 鍾毅俊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754 張欣樺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790 林冠廷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798 劉珍佑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264 劉冠奕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180 吳添御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553 呂怡蓁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970 游孟樺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090 韋映如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695 蕭瑜玲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703 曾志賢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708 洪仙映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191 曾冠捷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587 黃一庭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758 李國瑋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766 杜韋進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874 林子詮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084 王鈺媜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100 邱韋翔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108 黃耀德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67170528 林沛晴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387 張詠晨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708 鍾承恩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640 黃耀霆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224 湯文德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244 溫昱程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60170264 曾亭瑄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61170673 李佩霏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6170482 呂健綸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9170198 曾宇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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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226 徐振庭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262 王柏硯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1170096 游婷羽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6170022 林詠澄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6170046 徐睿承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6170493 黃琪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103 彭健峻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60170114 洪煜翔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069 邱建宏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125 謝孟庭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177 呂俊龍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048 黃乙桐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052 羅婉婷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68170654 葉玉文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6170295 李佳臻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065 羅秀琪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64170305 施呈岳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681 邱冠慈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428 雨玉安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452 陳俊民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0360 陳子寧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689 江宜珊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7171693 鞠亞晴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58170388 彭威翔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1561 陳燕君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6170372 李珮瀅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0929 吳澂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0877 游冠伶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1001 張雅琳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6170481 李亭儀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1683 邱竣浩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60170216 林雨嫻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8170272 許靖明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8170084 魏宇君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2172017 林珊汝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0750 曾郁琪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0559 陳奕帆

餐旅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57170668 吳宜霖

餐旅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170671 胥書銘

餐旅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8170003 鄭晧緯

餐旅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7171778 周皇志

餐旅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52171259 曾佳雲

餐旅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61173608 林昌平

餐旅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61171244 謝佳燊

餐旅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57170006 陳祥瑞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63170141 賴玥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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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57171046 陳詠婷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57171162 李芷瑄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61170560 鄭偉辰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57170738 林岑湞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57171626 陳姿盈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54171090 徐旻廷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57171620 李沚誼

餐旅群 應用外語系 57171580 陳筱雯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7170361 韓政揚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7171821 徐正霖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7170712 劉彥妮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7171344 詹鎔誠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6170083 顏鎮霆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6170087 游珮晴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7171196 闕鈺峰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8170052 李怡玲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8170088 李忠翰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7171326 花玉綸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4171003 蕭婷云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6170067 謝任妮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57170229 黃炫盛

餐旅群 企業管理系 52171808 謝博崴

餐旅群 企業管理系 57170715 楊宗憲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1100 呂淑諭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0567 李心怡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0655 吳沛歆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8170246 薛涵文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0906 陳聖文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1362 陳舜歆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4170397 李政達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70170102 張仲瑄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8170120 陳文宜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1856 馮柏堯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61173266 楊元瑢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6170312 黃名瑄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1897 許昱恆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8170057 錢呈綱

餐旅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57171593 吳雅涵

餐旅群 資訊管理系 57171737 謝承益

餐旅群 資訊管理系 58170184 曾能豊

餐旅群 資訊管理系 58170072 張學德

餐旅群 資訊管理系 57170414 吳庭豪

餐旅群 資訊管理系 57171278 吳思賢

餐旅群 資訊管理系 57170467 簡嘉宥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72180026 陳豪嵩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72180039 王泆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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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72180005 蘇立山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1180017 周奎揚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4180013 張陳儒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1180036 吳梓廷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7180001 譚翔宇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4180002 廖品承

海事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52180002 林育德

藝術群影視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73200006 沈蔚嘉

藝術群影視類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57200017 楊嘉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