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院 系年班 學號 姓名

1 文學院 中文二A 40801***2 管○興

2 文學院 中文二B 40801***4 劉○妤

3 文學院 中文二B 40851***7 林○睿

4 文學院 中文二B 40801***5 馬○妤

5 文學院 中文二B 40801***2 歐○宜

6 文學院 資圖二A 40800***5 呂○萱

7 文學院 資圖二A 40800***3 施○欣

8 文學院 資圖二B 40900***8 吳○輝

9 文學院 歷史四A 40603***8 莊○澄

10 理學院 數學系數學一 40919***7 趙○亦

11 理學院 化學系材化二 40817***8 林○諭

12 工學院 土木一碩士班 60938***3 陳○廷

13 工學院 水環系環工三 40851***8 吳○霖

14 工學院 機械系精密二 40835***8 劉○維

15 工學院 機械系精密二 40835***6 蘇○愷

16 工學院 機械系精密二 40835***5 劉○玲

17 工學院 機械系精密二 40835***6 張○禹

18 工學院 機械系光機二 40837***4 蔡○

19 工學院 機械系光機二 40837***4 古○渝

20 工學院 機械系光機三 40737***0 曾○騰

21 工學院 化材二A 40840***0 林○蓉

22 工學院 化材二A 40840***2 商○

23 工學院 化材三A 40740***0 柯○瑋

24 工學院 化材三A 40740***3 石○升

25 工學院 化材三A 40740***0 戴○婷

26 工學院 化材三A 40740***8 萬○沅

27 工學院 化材三A 40840***8 何○瑾

28 工學院 化材四A 40640***9 黃○傑

29 工學院 化材四A 40640***0 黃○婷

30 工學院 化材四A 40640***5 郭○樵

31 工學院 電機系電通一 40949***5 陳○翰

32 工學院 電機系電機一 40950***7 林○芸

33 工學院 電機系電資二 40844***0 林○瑋

34 工學院 電機系電資三 40744***8 莊○嘉

35 工學院 電機一智聯組 60944***2 黃○宇

36 工學院 資工二A 40841***5 郭○銘

37 工學院 資工二A 40841***1 鄞○廷

38 工學院 資工二C 40841***0 曾○曦

39 工學院 資工二C 40841***6 陳○翔

40 工學院 資工四A 40541***1 鄭○綸

41 工學院 資工二碩士班 60841***4 林○偉

42 工學院 航太四B 40643***5 劉○善

43 商管學院 國企系經管四 40655***5 葉○琳

44 商管學院 財金一A 40953***1 陳○之

45 商管學院 財金四B 40653***1 謝○勳

46 商管學院 財金進學班四 20653***1 林○程

47 商管學院 風保一B 40956***0 王○緯

48 商管學院 產經一A 40954***4 洪○禪

49 商管學院 產經二A 40954***7 鄭○君

50 商管學院 經濟一C 40957***0 詹○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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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商管學院 會計二A 40860***6 宋○謙

52 商管學院 會計三A 40760***6 林○箴

53 商管學院 資管一A 40963***6 吳○霖

54 商管學院 資管一B 40963***7 徐○禎

55 商管學院 資管一C 40963***9 陳○織

56 商管學院 資管三B 40963***6 謝○貞

57 商管學院 公行二A 40864***0 陳○彥

58 商管學院 大數據碩一 60989***5 陳○谷

59 商管學院 大數據碩一 60989***5 柳○萱

60 外語學院 英文一A 40911***4 林○靜

61 外語學院 英文一B 40911***4 沈○樂

62 外語學院 英文三B 40711***4 鄭○鎂

63 外語學院 英文四A 40511***5 楊○聿

64 外語學院 英文四A 40611***1 林○臻

65 外語學院 西語四B 40612***6 蕭○媛

66 外語學院 法文一B 40908***2 吳○哲

67 外語學院 德文一 40909***5 姚○真

68 外語學院 德文一 40909***7 羅○晴

69 外語學院 德文二 40809***4 邵○渝

70 外語學院 德文二 40809***3 賴○如

71 外語學院 德文三 40709***8 陳○芯

72 外語學院 日文一B 40910***3 黎○琦

73 外語學院 日文進學班四 20510***6 蔣○元

74 外語學院 日文一碩士班 60910***7 劉○健

75 外語學院 俄文四 40513***0 劉○彤

76 國際學院 外交四 40680***9 周○恩

77 教育學院 教科二B 40873***4 游○宇

78 教育學院 教科二B 40873***7 汪○榕

79 教育學院 教科二B 40873***6 陳○璇

80 全發院 觀光二B 40886***0 沈○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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