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04 鍾O蔚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06 廖O茹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08 陳O樺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12 鄒O全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16 陽O萱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24 陳O傑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27 黃O樺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29 羅O智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33 林O民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37 陳O綺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38 黃O陵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39 林O潔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44 張O筑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45 黃O嘉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46 闕O妤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47 邱O寧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51 簡O興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55 陳O妤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56 卓O妤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63 黃O儀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67 黃O華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73 張O蕎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79 袁O嫻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81 朱O宇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84 麥O禎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93 林O羽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94 簡O丞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96 呂O翼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97 林O馨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098 洪O甫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04 張O翔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13 黃O珍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18 黃O茵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19 蔡O臻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31 盧O錚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40 楊O伃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44 李O踰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50 吳O諺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53 郝O惠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55 胡O彗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65 李O榛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72 張O翔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75 陳O妤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76 黃O婷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79 林O盈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80 余O璇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81 廖O伶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82 詹O妮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83 蔡O霖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85 劉O瑜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90 葉O萱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91 姜O均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93 郭O誠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96 王O如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97 林O渲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198 林O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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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06 葛O庭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07 黃O玲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09 劉O勤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13 林O佑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14 張O菁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17 楊O晴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18 李O葶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22 賴O洲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23 黃O婷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32 江O勳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33 廖O蓁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35 蘇O閔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38 林O誠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42 陳O瑄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43 童O瑜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44 陳O伶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45 陳O均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51 張O銘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53 林O峻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55 詹O薇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62 林O柔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63 張O靜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64 張O琇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66 張O馨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67 鄭O妘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72 王O媛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80 徐O傑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87 江O瑩
201001 財務金融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10294 曾O榛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04 劉O茹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05 彥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14 張O蓁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20 謝O敏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21 鄭O珍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28 林O晴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31 林O茵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33 李O欣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35 黃O婕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36 趙O喬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37 陳O宇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40 洪O筑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42 彭O予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57 陳O如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58 陳O名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61 張O睿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62 許O嘉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63 莊O瑄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64 洪O妤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70 張O盛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72 李O蓁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79 張O姿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80 劉O菱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89 曾O璋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94 張O閔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96 李O怡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097 梁O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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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02 蔡O珊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09 粘O瑋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10 孫O芬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17 林O樺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18 張O瑜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20 施O柔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21 許O愷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24 陳O甄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29 呂O諺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32 劉O玲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34 林O婷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35 林O媛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44 吳O綺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46 王O柔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49 曾O伶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50 林O展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55 邱O霖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56 林O岑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59 王O筑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60 黃O庭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62 詹O瑄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69 張O歆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75 李O菁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76 許O棋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77 陳O伶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79 李O晏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80 唐O芝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85 蘇O楷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87 李O勝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88 余O叡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91 廖O廷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92 陳O君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195 吳O原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06 蘇O昱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10 林O螢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11 范O榕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14 林O蓁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16 陳O宇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17 賴O妤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19 劉O妤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22 陳O菱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25 范O桉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29 劉O誼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37 邱O薰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40 謝O蓓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44 陳O靜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45 黃O暘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47 蔡O恩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52 張O融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65 鄭O彤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66 郭O克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67 馮O誠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71 吳O安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74 吳O蒨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75 范O瑜
201002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20294 王O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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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03 蔡O富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04 沈O宣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06 黃O萱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07 葉O瑄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08 賴O君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09 魏O玥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11 李O詮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12 楊O喻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13 吳O寧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14 陳O琇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15 楊O丞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17 廖O廷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18 黃O方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0 陳O諭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1 張O瑜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2 賴O歆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3 洪O涵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5 蘇O樺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6 張O宜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7 蘇O安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29 陳O伶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30 張O婕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31 江O心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32 羅O皓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34 施O瑛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36 張O云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38 潘O媃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0 賴O威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1 何O遠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2 游O靖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3 吳O翰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4 陳O榆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5 陳O諺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6 林O儀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7 黄O筑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8 林O慶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49 廖O昇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51 彭O怡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56 賴O安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57 彭O鈺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62 張O妮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64 曾O婷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65 盧O蓁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66 胡O陽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68 張O郡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71 王O葳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73 王O博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76 王O尹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77 呂O玲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78 邱O菱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79 林O璇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0 杜O緯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1 林O橞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4 陳O諺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5 池O敏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6 許O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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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7 張O愷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8 董O妤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89 楊O萱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90 陳O誠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92 葉O欣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93 陳O瑾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96 章O杰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098 彭O庭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01 邱O軒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04 吳O則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06 張O瑄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07 鄭O珊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08 吳O頡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10 詹O淳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12 吳O怡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14 顏O宏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15 廖O雅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21 呂O峻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22 王O安
201003 保險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30124 廖O毓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01 柯O姗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04 廖O銍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10 黃O萱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12 彭O傑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18 徐O瑛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21 吳O潔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22 曾O芸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27 邱O維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28 許O馨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31 林O蒂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34 李O葶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35 王O羽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37 石O鑫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42 何O辰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44 許O瑞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45 陳O妤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46 謝O琪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52 陳O汶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57 歐O豪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59 王O婕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60 莊O云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64 楊O宇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65 杜O瑄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67 丘O君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68 簡O伊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69 廖O翰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71 鄭O臻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73 林O蓁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75 許O彗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78 林O萱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80 陳O宏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82 羅O迪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86 陳O俐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87 林O婷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90 李O婷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92 江O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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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95 陸O凡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96 徐O宣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97 顏O婷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098 朱O芝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00 盧O芊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03 洪O翔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08 李O臻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10 龔O庭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15 謝O凱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16 沈O珊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22 邱O凌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24 妤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26 曾O筑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35 吳O穎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36 劉O妤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38 沈O昀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39 吳O婕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42 何O萱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43 何O鈺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45 張O翔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49 林O曄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52 袁O挺
201004 會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40153 施O蓮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04 游O淋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11 黃O羽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15 蔡O希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16 張O瑞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18 陳O禎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20 蕭O綺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25 廖O錞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26 洪O華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27 邱O晨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29 劉O宥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32 張O欣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34 唐O惠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41 盧O伶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49 洪O凱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50 陳O霏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57 張O瑋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63 施O佑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66 黃O恩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67 黃O莉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76 林O揚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79 江O安
201005 休閒事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50084 蘇O菱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01 黄O蓁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02 蔣O勛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04 温O妤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05 穆O珍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06 羅O瑄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09 黃O芳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18 呂O蓁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19 黃O翎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24 蔡O龍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30 陳O晟
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34 林O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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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60043 賴O甫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03 曾O穎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07 施O瑄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08 羅O怡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09 許O飴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13 徐O婕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20 王O媛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26 林O君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30 林O玲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34 楊O姍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35 張O琁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36 王O靜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37 陳O臻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40 李O凝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47 張O垚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50 黃O菖
201007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10070053 林O廷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03 張O寧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08 李O妤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16 廖O萱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17 林O紋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18 郭O彤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19 溫O儀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22 黃O閔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24 黃O苡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27 劉O芸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31 陳O夫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33 陸O亭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38 林O庭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39 李O蒂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40 林O葶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42 陳O華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45 陳O聖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47 黃O玲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56 張O英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62 龍O雅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65 林O蓁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66 林O祐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69 張O菁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70 吳O粸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73 葉O維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75 鄭O成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86 徐O櫛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90 陳O宇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94 李O臻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098 陳O妤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01 周O彥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04 呂O瑋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12 吳O華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16 楊O羽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17 陳O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20 張O儒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28 王O羚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29 柯O君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30 高O玉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32 彭O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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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35 蕭O涵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38 黎O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46 林O禎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48 余O蓁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52 吳O芳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56 邱O羽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59 翁O筑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61 吳O珊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72 張O郁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77 林O因
2010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080178 張O松
2010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90004 顏O尉
2010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90008 陳O棋
2010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90010 楊O萱
2010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90012 潘O綺
2010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90020 陳O樺
2010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090023 陳O翊
20101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10100001 陳O慈
20101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10100003 劉O玫
20101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10100009 鮑O臻
20101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10100011 陳O涵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01 張O菱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05 陳O穎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08 廖O綺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09 曾O娟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11 林O琇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13 李O萱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14 王O恩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15 林O瑜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16 盧O邑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17 林O辰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20 林O伶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22 紀O榕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25 鄭O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26 柯O伶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27 黃O仁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28 洪O媗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29 洪O柔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32 陳O頡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34 莊O晶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35 鄭O雅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36 謝O修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37 徐O晨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38 潘O慈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39 何O霈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41 郭O葳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42 黃O涵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43 許O晟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44 賴O萱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47 蔣O芸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50 蔡O廷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51 胡O葳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52 黃O辰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54 劉O安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57 劉O妍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60 孫O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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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61 賴O臻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62 王O婷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64 賴O樺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66 蕭O中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67 劉O妘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71 陳O穎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72 蔡O璇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73 曾O瑄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74 顏O展
201011 銀髮產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10075 鄭O宣
2010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120004 溫O婷
2010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120007 陳O蓁
2010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120010 鄧O庭
2010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120011 李O

2010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120012 張O如
2010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120014 張O瑜
201012 銀髮產業管理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120015 馮O祈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06 陳O瑋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08 張O傑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14 蕭O賢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16 彭O瑜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18 黃O佑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20 楊O疄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21 廖O智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24 鄭O耀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25 莊O宇
201013 營建工程系 機械群 2010130029 劉O朋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12 陳O媺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14 翁O右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15 唐O靖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16 張O義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17 曾O晴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22 林O穎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23 林O儀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30 林O彣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32 謝O庭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35 蘇O芊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36 彭O璇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40 鄭O佑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41 許O璁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58 李O宏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60 張O謙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62 陳O喬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63 李O齊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64 高O傑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71 吳O靜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73 李O廷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75 謝O廷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78 吳O熙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86 許O霖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87 沈O賢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88 葉O羽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89 林O耘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90 蔡O軒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92 葉O翰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93 陳O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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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096 陳O愷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106 張O敏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107 江O臻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108 謝O航
201014 營建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10140109 蔡O隆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02 陳O家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10 江O皓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12 黃O聖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20 吳O燦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21 莊O豪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26 張O聖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27 柯O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30 郭O妤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31 洪O陞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35 吳O澤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36 嚴O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40 陳O碩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46 鄭O仁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47 古O彬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48 沈O宇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50 周O毅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55 林O宥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60 陳O群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63 葉O庸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73 黃O勝
20101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50075 黃O暐
20101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程與管理類 2010160003 林O宏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01 柯O承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08 詹O閔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0 吳O洋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1 蔡O劭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2 鐘O揚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3 陳O圓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4 江O芹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5 呂O瑋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6 曹O旻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7 曾O恩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19 林O婷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20 許O綺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22 陳O秀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23 彭O浩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24 歐O均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28 吳O蕎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29 李O宣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30 宋O鴻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32 詹O靜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35 王O維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37 蔣O宇
20101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170040 馬O綸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02 邱O崴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03 陳O煜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04 吳O璿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05 蔡O丞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09 陳O曄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14 曾O維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17 陳O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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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20 王O俞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22 曾O柔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23 吳O邑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24 蔡O瑜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25 盧O廷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26 蔡O桀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27 張O祥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30 張O廷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33 林O禾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34 林O燦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40 王O杰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42 范O誠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50 楊O賢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51 賴O毅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52 陳O任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53 賴O鋒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58 王O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60 林O佑
201018 應用化學系 化工群 2010180070 劉O葆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09 蔡O勳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13 柯O志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15 黃O蓁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18 李O翔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20 李O芯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26 張O頡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31 林O甫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34 楊O彥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36 孫O霖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37 呂O燁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38 劉O呈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40 陳O勛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44 張O嘉
201019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010190047 邱O晉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01 陳O樺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03 徐O恆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05 林O信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07 劉O辰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08 李O暐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09 黃O森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11 邱O紘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16 陳O霖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20 陳O霖
201020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00021 林O誠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05 黃O凱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08 王O婷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09 王O浩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13 簡O宇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14 王O宇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15 何O豪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16 廖O聖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19 張O琪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20 黃O恩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25 賴O廷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28 阮O鈞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29 王O旭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30 鄭O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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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31 揭O駿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33 沈O俞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35 鄒O葳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37 陳O豐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38 吳O儀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40 李O宇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42 李O睿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43 吳O琪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45 吳O榛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47 江O瑄
2010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10048 陳O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04 黃O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07 江O婷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08 涂O瑋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10 趙O傑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14 黃O穎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21 吳O均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23 詹O傑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28 顧O恩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31 詹O賢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32 黃O華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42 張O亮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48 林O皓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51 范O彬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52 張O樺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53 梁O翔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54 許O智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55 雷O億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57 高O逸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58 戴O晨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60 洪O翔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62 陳O傑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64 曾O恩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65 倉O麒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67 林O逸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69 吳O憲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70 陳O宇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72 邱O翔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73 邱O權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78 廖O翔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91 葉O旂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94 夏O成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95 趙O敏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96 宋O文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97 白O瑋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099 李O蒽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107 劉O誌
201022 航空機械系 機械群 2010220108 積O陸灣．久卡璐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01 徐O嶸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05 黃O穎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06 吳O平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08 翔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14 余O楷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23 施O偉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25 黃O芃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26 廖O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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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27 蔡O蒝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32 林O庭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38 侯O婕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39 郭O成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40 蕭O駿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44 湯O承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46 陳O睿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49 林O富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50 張O榕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55 林O宏
201023 航空機械系 動力機械群 2010230056 陳O宇
201024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機械群 2010240001 吳O諺
201024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機械群 2010240005 張O謙
201024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機械群 2010240008 董O誠
201024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機械群 2010240009 林O謙
201025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50001 陳O翔
201025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50002 李O哲
201025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50006 許O杰
201025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50007 張O睿
201025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250009 徐O翔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01 魏O竣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05 李O逵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09 林O嘉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10 廖O翰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11 丁O謙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14 張O婷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15 鍾O宇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16 張O傑
201026 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260018 李O柏
201027 建築系建築組 土木與建築群 2010270001 陳O蓉
201027 建築系建築組 土木與建築群 2010270004 林O頃
201027 建築系建築組 土木與建築群 2010270006 沈O穎
201027 建築系建築組 土木與建築群 2010270011 林O甄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03 劉O瑄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04 陳O蓁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05 蘇O廷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07 黃O豪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11 周O茹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12 黃O億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14 郭O汝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16 連O凱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20 吳O靜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21 葉O揚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26 張O哲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28 上O瑋珊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33 丁O安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35 廖O熏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36 呂O芳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38 葉O軒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42 李O蓁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43 顧O卉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52 羅O欣
201028 建築系建築組 設計群 2010280066 陳O樺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01 劉O禎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07 吳O揚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16 蔡O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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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18 鄭O云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20 林O蓁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28 張O彤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31 鍾O樂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32 莊O葳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35 許O瑋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39 廖O辰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41 李O豪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45 杜O恬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47 許O銘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49 黃O騏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50 朱O馨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52 李O諼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55 何O勝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56 游O豪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60 陳O圻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64 白O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65 劉O蓁
201029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010290067 賴O佑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02 廖O皓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05 林O秦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06 廖O純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08 郭O侖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09 莊O翔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12 姜O雯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20 洪O希
201030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010300026 施O伶
201031 工業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310001 黃O瑗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08 余O欣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09 周O芸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12 張O筑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16 陳O佑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19 賴O妘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20 黃O暄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23 黃O雅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24 李O潔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29 劉O莉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30 羅O絜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34 邱O智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38 謝O絨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39 陳O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41 蕭O廷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42 劉O秀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45 吳O瑩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50 黃O姍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51 何O潔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54 陳O均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59 沈O翔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61 徐O玲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67 林O庭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70 陳O均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73 賴O彤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74 賴O秀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76 鄭O廷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77 吳O宸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79 黃O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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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87 黃O庭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95 楊O慈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099 唐O賀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100 趙O榕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108 王O旻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113 陳O延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117 蘇O婷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118 郭O廉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124 莊O聿
201032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20139 何O葳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02 謝O宥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04 張O祥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10 鄭O詩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13 林O萱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14 林O儀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15 洪O曜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20 張O慧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23 陳O芊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25 謝O璇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29 林O芳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36 陳O珈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37 蘇O妤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38 葉O臺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44 黃O媜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46 張O甄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59 羅O楷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62 黃O柔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64 邱O傑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67 陳O蓁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68 陳O臻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74 羅O豪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77 葉O禎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78 吳O翔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90 王O翎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94 張O畯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96 許O柔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099 陳O炫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02 曾O頤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09 邢O瑈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10 楊O妤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11 黃O菁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12 邱O辰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13 林O羽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14 王O郁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26 楊O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27 林O伃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30 蕭O心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33 廖O佑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34 陳O如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42 徐O泠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43 陳O嫄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47 徐O秦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49 程O筑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50 郭O昀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53 邱O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72 邵O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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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79 熊O庭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81 曾O心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83 陳O妤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84 林O姍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87 蔡O虔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88 林O萱
20103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30189 曾O熏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03 陳O嬛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04 林O函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09 郭O鑫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11 黃O慈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18 張O華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21 鄭O為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23 江O原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27 張O予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28 劉O奇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29 黃O蓉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32 賴O嘉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34 林O玟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35 江O育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36 張O晉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37 李O毅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40 羅O銘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42 林O惠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43 陳O玟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44 王O翔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48 沈O媛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50 莊O筑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51 賴O芯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52 劉O奕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53 葉O柔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54 黃O祐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62 張O穎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63 胡O蓉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64 陳O宇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74 郭O廷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75 吳O萱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83 羅O慈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85 許O瑋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87 趙O安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88 温O蕎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89 鄭O彤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92 黃O珊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098 林O萱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01 鄭O易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10 李O瑜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17 葉O新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25 陳O琳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26 沈O宇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27 邱O倫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28 顏O齊
201034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設計群 2010340129 鍾O芸
201035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農業群 2010350002 葉O茹
201035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農業群 2010350003 林O

201035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農業群 2010350004 梁O雯
201035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農業群 2010350007 黃O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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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5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農業群 2010350014 陳O荻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06 林O慧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19 陳O妤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22 林O暄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23 潘O羽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24 蔣O禾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25 施O萱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26 陳O葳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27 蔡O程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32 薛O宜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33 李O寬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35 張O茹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37 彭O瑜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38 林O臻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39 高O齊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43 彭O媛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47 劉O涵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52 張O云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53 王O陽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54 蔡O安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55 賴O珊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56 戴O薇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57 譚O瑾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58 林O榛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63 洪O恩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64 李O多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65 呂O臻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72 黃O庭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75 蔡O綸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83 吳O茹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85 許O柔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89 蘇O苓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95 甯O兒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096 李O誼
201036 傳播藝術系 設計群 2010360107 吳O蓁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01 林O柏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04 邱O琳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12 許O茗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20 朱O暄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21 郭O慈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22 蔡O芸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23 林O源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26 戴O妃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28 連O鈞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29 劉O峰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41 郭O冬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42 林O蓁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46 張O茵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51 李O庭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52 李O林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58 陳O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60 夏O捷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64 鍾O祐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66 林O均
201037 傳播藝術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10370067 林O毅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09 吳O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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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15 林O賢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17 廖O萱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21 陳O螢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22 唐O瑜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25 劉O伶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28 洪O婕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29 洪O淳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35 陳O楨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42 楊O琪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43 蘇O如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45 潘O筑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46 劉O萍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52 張O倢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55 張O堉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57 林O柔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60 黃O姮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62 陳O吏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67 吳O錡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69 徐O庭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72 林O妘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77 朱O茹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79 張O儀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93 李O承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95 顏O凱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97 徐O浠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98 許O樺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099 吳O妤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01 邱O璇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03 黃O穎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05 蔡O慧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06 陳O安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09 陳O安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16 林O蓁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18 簡O珍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22 林O萱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24 程O萱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26 黃O安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31 曹O慈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33 何O錩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39 劉O予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48 陳O觀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49 童O瑤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51 廖O妤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53 蔡O傑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56 蘇O萱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63 劉O柔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64 蔡O錡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66 季O栩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70 陳O廷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72 陳O蓁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73 黃O凱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74 謝O庭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78 劉O潔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88 陳O丞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93 王O雅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196 林O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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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202 何O臻
201038 應用英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10380203 許O瑜
201039 幼兒保育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390005 陳O晴
201039 幼兒保育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390007 詹O霖
201039 幼兒保育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390011 詹O欣
201039 幼兒保育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390015 黃O娟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08 陳O萱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09 黃O芹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10 蘇O云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16 彭O楹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18 潘O心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19 錢O溱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20 蕭O庭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21 陳O晴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27 吳O琇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28 郭O璿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29 盧O婷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31 陳O嘉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36 許O慈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47 全O玲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51 曾O茹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52 詹O蓁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64 洪O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70 楊O蓁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73 卓O姍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75 陳O儒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76 陳O心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79 楊O璇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80 秦O婷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83 徐O玫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86 梁O庭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91 施O岑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094 蘇O儀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00 蔡O琳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01 林O婷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02 黃O羽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06 洪O筑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07 王O蓁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08 陳O鈴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09 王O君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13 黃O純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14 丁O嘉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15 梁O琇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16 廖O蘭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24 林O欣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31 白O蓁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43 林O臻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45 呂O昕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46 林O慧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48 賴O曦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49 簡O惠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51 林O嫺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53 林O芳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60 徐O芸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62 張O茹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65 歐O萱

第 19 頁，共 24 頁



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朝陽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甄選入學已報到名單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66 黃O瑄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79 陳O翎
201040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00180 曾O瑄
201041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10410005 吳O宣
201041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10410007 李O涵
201041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10410013 彭O琪
201041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10410014 鄒O芳
201041 幼兒保育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10410016 林O榆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01 張O凱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02 蘇O雯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03 王O賢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07 田O葶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09 賈O涵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15 黃O瑄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20 蔡O庭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28 孫O璟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29 鄭O芝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32 莊O茹
201042 社會工作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20037 郭O熏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04 蔡O葳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05 吳O郁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07 胡O芸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08 魏O華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10 趙O宜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16 吳O蕙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19 陳O靜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23 朱O雯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27 李O蓁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28 洪O瑜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35 吳O姍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37 吳O萱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41 黃O婷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49 楊O閔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55 張O琪
201043 社會工作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10430058 林O蓁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03 陳O宇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05 劉O暄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06 黃O謙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07 林O華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08 尤O豫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09 林O煜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10 翁O伶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11 黃O紜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15 林O渝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16 李O真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23 林O涵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24 魏O萱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32 劉O賢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33 張O彤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34 朱O妮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35 徐O柔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38 高O鴻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40 許O慈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41 賴O樸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44 王O絜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54 張O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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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57 劉O妘
201044 社會工作系 餐旅群 2010440066 陳O萍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02 羅O穎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03 周O鋐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07 蘇O頡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13 周O瑜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14 鄧O玄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15 張O碩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20 林O兆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21 林O庭
201045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450028 詹O豪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01 蔡O文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08 李O原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11 黃O倫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12 劉O廷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21 蔡O翰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22 張O凱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24 蔡O卉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26 黃O陞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27 洪O成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30 吳O芳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31 許O甄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36 魏O琪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42 沈O蓁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45 魏O恆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49 黃O棋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50 張O翎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57 張O琦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58 黃O庭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60 林O翰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63 唐O淨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64 吳O靜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71 陳O婷
201046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10460073 鄭O岳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05 張O涵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07 傅O翔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09 劉O綸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11 林O三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16 黃O雯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18 林O樺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21 吳O馨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32 劉O睿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33 陳O萱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36 陳O萱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37 陳O瑋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39 陳O靜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40 林O榆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42 詹O穎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46 陳O萱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57 吳O泓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58 劉O宸
201047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資管類 2010470059 郭O杰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03 林O妤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05 王O宇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06 劉O珊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09 楊O安

第 21 頁，共 24 頁



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朝陽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甄選入學已報到名單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21 何O蓁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32 林O瑩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36 吳O蓉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38 鍾O昕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44 吳O霖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46 黃O儒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47 陳O蓁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50 孫O儀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51 徐O詠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52 董O均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53 吳O澤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58 張O絜
201048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設計群 2010480061 龔O庭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03 黃O卿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06 陳O澔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07 鄭O訓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15 戴O君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16 秦O庭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17 谷O恩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18 葉O慈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19 宋O恩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24 鍾O霖
201049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資管類 2010490027 林O萱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05 周O梖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10 朱O博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11 何O志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15 張O哲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16 黃O彬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23 陳O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24 黃O傑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26 陳O宸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31 陳O琪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33 鄧O輝
201050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00041 林O漢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05 林O宇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06 陳O樺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12 陳O璇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17 梁O箴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19 陳O翔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20 龍O成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24 陳O銘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25 劉O廷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28 楊O翰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38 江O倫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39 張O誠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45 陳O翔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46 范O凱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56 張O凱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60 譚O霖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61 蘇O全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64 吳O謙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69 楊O翔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80 陳O綺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82 陳O傑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83 陳O洲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87 謝O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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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88 林O安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91 張O捷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93 顏O蘭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94 黃O宇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096 曾O銨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00 江O誌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07 朱O祺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08 黎O蓁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14 李O威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15 遇O樺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18 廖O森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19 李O竣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24 王O鈞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29 何O樺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35 張O晟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37 左O奇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38 郭O麟
201051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10139 莊O鴻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04 陳O愷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07 黃O軒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08 黃O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11 饒O安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13 許O蔚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15 邱O文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17 彭O峻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19 曾O晴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21 陳O誌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22 賴O甫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25 范O軒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28 柯O義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29 賴O豪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30 黃O庭
201052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010520031 張O翔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02 林O杰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03 侯O科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04 孫O維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05 陳O廷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08 林O呈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10 陳O彬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13 游O逸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15 黃O凱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16 邱O春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17 陳O人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18 劉O林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19 蔡O楓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20 張O睿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22 蔡O承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23 李O憲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26 王O芃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31 張O策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32 陳O安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35 吳O明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37 陳O安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38 賴O霆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40 何O綺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44 蕭O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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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45 林O佑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46 賴O坤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49 陳O燁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50 何O諺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52 洪O傑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53 梁O逸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54 邱O豐
201053 資訊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10530062 朱O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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