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院 系年班 學號 姓名

1 文學院 中文三A 40901***0 黃○宇

2 文學院 資傳二B 41004***5 蘇○如

3 文學院 資圖三A 40900***1 高○齡

4 理學院 數學系資統二 41020***8 陳○宭

5 理學院 數學系數學二 41019***6 冼○樑

6 理學院 物理系光電四 40821***9 林○誼

7 理學院 物理系光電一 41121***0 林○筠

8 理學院 化學二碩士班 61016***5 陳○淳

9 理學院 化學系材化二 41017***7 陳○偉

10 工學院 建築三 40936***7 王○均

11 工學院 土木二B 41038***1 寇○華

12 工學院 土木二A 41038***6 賴○伯

13 工學院 水環水資源二 41048***9 方○茵

14 工學院 水環水資源一 41148***3 范○群

15 工學院 水環水資源三 40948***1 吳○謙

16 工學院 機械系精密四 40735***2 戴○丞

17 工學院 機械系精密三 40935***2 王○佑

18 工學院 機械系光機四 40737***8 闕○珉

19 工學院 化材三A 40940***7 張○誠

20 工學院 化材二B 41040***7 陳○婷

21 工學院 電機系電資三 40944***8 陳○銘

22 工學院 電機進學班四 20944***5 林○謙

23 工學院 電機系電機二 41050***8 張○傑

24 工學院 電機系電機二 41050***8 陳○全

25 工學院 電機系電機二 41050***7 楊○婷

26 工學院 電機系電資三 40944***1 林○諭

27 工學院 電機系電資三 41044***2 阮○芊

28 工學院 電機系電通二 41049***0 陳○成

29 工學院 電機系電機二 41050***9 丁○鋒

30 工學院 電機系電機三 40950***1 黃○哲

31 工學院 電機系電通二 41049***9 李○雋

32 工學院 電機系電通四 40849***7 陳○豪

33 工學院 電機系電通三 40949***5 陳○翰

34 工學院 電機一智聯組 61144***1 許○洋

35 工學院 資工英語二 41085***3 林○劭

36 工學院 資工四A 40741***5 陳○葳

37 工學院 資工二B 41041***2 黃○喻

38 工學院 資工二B 40941***7 陳○熊

39 工學院 資工一碩士班 61141***3 蔡○儒

40 工學院 資工三C 40941***7 黃○瑄

41 工學院 航太四A 40843***6 林○頎

42 商管學院 國企系經管四 41055***5 王○蓁

43 商管學院 國企系進學二A 21055***6 賴○丞

44 商管學院 國企系經管四 40855***7 蔡○正

45 商管學院 國企系國商一 41159***8 武○安

46 商管學院 國企系經管一 41155***7 張○禎

47 商管學院 國企系國商二 41059***2 李○寶

48 商管學院 財金二碩士班 61053***4 李○彌

49 商管學院 財金四A 40853***3 李○伃

50 商管學院 財金二A 41053***9 羅○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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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商管學院 財金三A 41053***2 王○璇

52 商管學院 財金一B 41153***3 吳○宸

53 商管學院 財金進學班四 20653***6 洪○宜

54 商管學院 財金二碩士班 61053***0 謝○諺

55 商管學院 財金三A 40953***6 白○陽

56 商管學院 風保四B 41056***5 楊○樺

57 商管學院 產經三B 40954***6 黃○堯

58 商管學院 產經三A 40973***4 林○鋒

59 商管學院 經濟二A 41057***1 邱○閔

60 商管學院 經濟四B 40857***9 李○捷

61 商管學院 企管四A 40961***2 謝○葶

62 商管學院 企管三A 40961***6 李○辰

63 商管學院 企管一B 41161***0 王○遠

64 商管學院 會計三B 40960***8 吳○璇

65 商管學院 會計三B 40960***6 陳○君

66 商管學院 會計二A 41060***9 李○予

67 商管學院 會計三B 40960***0 張○茵

68 商管學院 會計四C 40860***4 李○東

69 商管學院 統計四A 40965***8 江○帆

70 商管學院 統計二C 41065***7 黃○華

71 商管學院 統計一A 41165***8 李○諳

72 商管學院 統計二C 41065***2 鄭○軒

73 商管學院 資管四A 40863***0 楊○翔

74 商管學院 運管四A 40866***6 賴○儒

75 商管學院 運管三B 40966***7 黃○儀

76 商管學院 管科企經碩一 60662***1 邱○蒂

77 外語學院 英文四B 40881***0 鄭○文

78 外語學院 英文英語四 40881***6 徐○韋

79 外語學院 英文三C 40911***8 陳○綸

80 外語學院 英文三A 40911***8 張○庭

81 外語學院 德文二 41009***8 邱○芳

82 外語學院 德文三 40909***2 楊○潔

83 外語學院 日文三A 40910***9 王○程

84 外語學院 日文一B 41110***5 今○櫻

85 外語學院 日文二B 41010***4 李○柔

86 外語學院 日文一A 41110***8 沈○臻

87 外語學院 日文二C 41010***8 徐○伃

88 外語學院 日文四A 40810***4 趙○伶

89 外語學院 日文一C 41110***1 謝○佑

90 外語學院 日文一C 41110***8 林○妤

91 外語學院 俄文四 40813***0 遲○琳

92 外語學院 俄文一 41113***4 吳○蓳

93 國際學院 戰略二碩士班 61033***8 胡○慈

94 國際學院 外交二 41080***7 黃○豐

95 國際學院 觀光二A 41086***9 李○湘

96 國際學院 觀光二A 41086***1 林○丞

97 教育學院 教科一A 41173***8 廖○叡

98 教育學院 教科二B 41073***6 張○瑋

99 教育學院 教科二碩士班 61073***8 黃○諭

100 AI創智學院 ＡＩ一A 41177***2 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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