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院 系所 系年班 學號 姓名
1 文學院 大傳系 大傳系1 40605***7 廖O弘

2 文學院 大傳系 大傳系4 40305***4 俞O潁

3 文學院 中文系 中文系1A 40601***1 林O芹

4 文學院 中文系 中文系2A 40501***2 趙O吟

5 文學院 中文系 中文系3A 40401***5 張O玲

6 文學院 資傳系 資傳系3A 40404***4 王O山

7 文學院 資圖系 資圖系1B 40600***0 劉O
8 文學院 資圖系 資圖系2A 40500***5 高O安

9 文學院 資圖系 資圖系3B 40400***2 汪O頻

10 文學院 歷史系 歷史系1B 40603***9 陳O伶

11 文學院 歷史系 歷史系2B 40503***1 林O良

12 文學院 歷史系 歷史系4B 40303***4 林O軒

13 理學院 化學系 化學系生化組2 40516***1 王珮O
14 理學院 化學系 化學系材化組2 40517***0 陳O任

15 理學院 物理系 物理系光電組1 40621***8 董O軒

16 理學院 物理系 物理系光電組4 40321***3 馮O穎

17 理學院 數學系 數學系數學組3 40419***3 程O諺

18 工學院 土木系 土木系工設組4A 40338***3 林O渝

19 工學院 土木系 土木系工設組4B 40338***8 顏O恩

20 工學院 土木系 土木系碩士班1 60638***1 曾O淞

21 工學院 化材系 化材系1B 40640***9 黃O秦

22 工學院 化材系 化材系4B 40340***8 徐O翔

23 工學院 化材系 化材系4C 40340***4 陳O翰

24 工學院 水環系 水環系水資源組1 40648***7 吳O緯

25 工學院 水環系 水環系環工組2 40551***9 陳O
26 工學院 建築系 建築系3 40636***0 黃O恩

27 工學院 航太系 航太系3A 40443***9 薛O
28 工學院 航太系 航太系4A 40343***1 謝O安

29 工學院 航太系 航太系4B 40343***7 張O瑜

30 工學院 資工系 資工系1B 40641***9 白O軒

31 工學院 資工系 資工系1C 40641***6 黃O華

32 工學院 資工系 資工系2B 40541***1 邱O倫

33 工學院 資工系 資工系3B 40441***2 田O軒

34 工學院 電機系 電機系電通組1 40649***2 徐O詳

35 工學院 電機系 電機系電通組2 40549***1 李O怡

36 工學院 電機系 電機系電機3 40450***5 張O尉

37 工學院 電機系 電機系電機4 40550***0 王O佑

38 工學院 機電系 機電系精密機械組3 40635***0 胡O筌

39 工學院 機電系 機電系精密機械組4 40335***7 趙O廷

40 商管學院 公行系 公行系（進學）3 20464***6 鄭O涵

41 商管學院 公行系 公行系1B 40664***3 許O玲

42 商管學院 公行系 公行系3B 40464***2 嚴O瑋

43 商管學院 企管系 企管系（進學）4B 20461***0 張O謙

44 商管學院 企管系 企管系1B 40661***1 王O傑

45 商管學院 企管系 企管系3A 40461***3 李O軒

46 商管學院 全財管學程 全財管學程1 40668***0 林O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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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商管學院 保險系 保險系1A 40656***8 林O諾

48 商管學院 保險系 保險系3A 40456***2 陳展O
49 商管學院 保險系 保險系3B 40456***9 吳O穎

50 商管學院 財金系 財金系（進學）4 20153***2 林O毅

51 商管學院 財金系 財金系3A 40453***1 邱O瑄

52 商管學院 財金系 財金系4A 40253***5 李O諺

53 商管學院 財金系 財金系博士班1 80653***4 劉O若

54 商管學院 財金系 財金系碩專班1 70653***9 黃O鈴

55 商管學院 國企系 國企系（進學）3 20455***0 張O雅

56 商管學院 國企系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2 40555***9 林O濬

57 商管學院 國企系 國企系碩士班1 60655***0 王O婷

58 商管學院 產經系 產經系2A 40554***2 張O瑋

59 商管學院 產經系 產經系2B 40554***1 許O媛

60 商管學院 產經系 產經系碩士班1 60654***3 王O均

61 商管學院 統計系 統計系1A 40665***6 賴O溱

62 商管學院 統計系 統計系2A 40565***5 王O玄

63 商管學院 統計系 統計系4C 40365***9 鄭亦O
64 商管學院 會計系 會計系1A 40660***0 陳O瑋

65 商管學院 會計系 會計系2A 40560***7 陳O瑜

66 商管學院 會計系 會計系4A 40360***9 陳O坪

67 商管學院 經濟系 經濟系1C 40657***4 宋O澤

68 商管學院 經濟系 經濟系2A 40557***9 應O達

69 商管學院 經濟系 經濟系3B 40457***1 林O頤

70 商管學院 資管系 資管系2B 40563***7 張O凱

71 商管學院 資管系 資管系3A 40463***0 張O博

72 商管學院 資管系 資管系4A 40363***6 張O軒

73 商管學院 資管系 資管系碩士班1 60663***1 曹光OO
74 商管學院 運管系 運管系1B 40666***9 李O諼

75 商管學院 運管系 運管系3B 40466***4 萬O珊

76 商管學院 運管系 運管系運科碩士班2 60566***8 謝O敏

77 商管學院 管科系 管科系3A 40462***5 彭O芸

78 商管學院 管科系 管科系博士班2 80562***5 陳O芃

79 外語學院 日文系 日文系1A 40610***5 林O容

80 外語學院 日文系 日文系1B 40610***9 李O芸

81 外語學院 日文系 日文系2C 40510***9 馬O傑

82 外語學院 日文系 日文系3A 40410***3 陳O嫺

83 外語學院 日文系 日文系3B 40410***4 鄭O琪

84 外語學院 西語系 西語系2A 40512***5 何O鴒

85 外語學院 西語系 西語系碩士班2 60512***3 吳O澤

86 外語學院 法文系 法文系2B 40508***4 劉O煙

87 外語學院 俄文系 俄文系2 40513***9 何倢O
88 外語學院 英文系 英文系1C 40611***2 陳O丞

89 外語學院 德文系 德文系2 40509***2 黃O彤

90 國際研究學院 外交與國際系外交與國際系2 40580***3 馮O瑜

91 國際研究學院 戰略所 戰略所碩專班2 70533***6 蘇O毅

92 教育學院 教政所 教政所碩士班1 60672***1 謝O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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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教育學院 教科系 教科系3A 40473***7 杜O華

94 教育學院 教科系 教科系4A 40273***9 王O亞

95 教育學院 教科系 教科系4B 40373***4 邱O瑜

96 全發院 政經系 政經系1 40682***1 唐O華

97 全發院 資創系 資創系應資組2 40584***1 汪O蓓

98 全發院 語言系 語言系1 40681***9 劉O瑩

99 全發院 觀光系 觀光系2B 40586***4 彭O翰

100 全發院 觀光系 觀光系4 40486***0 呂O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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