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序號志願代碼 系科組學程名稱 報名序號 考生姓名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1 陳O翰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2 黃O皓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3 劉O彰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4 蕭O甫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5 李O儒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6 黃O傑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7 陳O維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8 伍O霆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09 唐O晉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0 胡O耘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1 王O丞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2 周O軒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3 白O文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4 吳O育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7 黃O渝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8 蘇O瑜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19 王O湘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0 劉O呈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1 陳O伍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2 林O騰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3 林O毅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4 林O哲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5 林O德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6 吳O鴻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7 高O倫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8 張O詠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29 張O凱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0 黃O皓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1 潘O仁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3 呂O賢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4 曾O彥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5 簡O玲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6 莊O霖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7 楊O泰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8 高O佑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39 鄒O霖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0 林O佳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1 郭O豪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2 陳O丞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4 陳O翰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5 蔡O祥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6 李O銘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7 葉O文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8 黃O懋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49 孫O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0 楊O傑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1 蔡O洋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2 徐O珊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3 張O淵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4 簡O誠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5 郭O捷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6 古O禎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7 王O傑10-050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機械) 10-050-058 王O傑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1 李O維第 1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2 陳O佑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3 陳O群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4 劉O銘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5 劉O益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6 林O捷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7 呂O廷10-051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機械) 10-051-008 陳O佳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01 蔡O豪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02 陳O伶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03 詹O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04 陳O達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06 吳O穎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07 高O杉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09 吳O希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10 陳O嵐10-05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機械) 10-052-011 陳O凱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01 歐O煜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02 許O宇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03 潘O宇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05 李O佑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06 陳O豪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07 許O慈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08 張O豪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0 林O鈞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1 藍O軒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2 徐O文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3 張O敬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4 王O宇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5 林O睿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6 何O書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7 楊O堯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8 劉O庸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19 王O權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20 黃O維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21 金O翔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22 趙O芝10-053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53-023 陳O紳10-05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 10-054-002 劉O熏10-05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 10-054-003 朱O誠10-05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 10-054-004 吳O翔10-05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 10-054-005 魏O益10-05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 10-054-006 陳O君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1 陳O鴻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2 劉O富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3 黃O睿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4 邱O翔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5 邱O標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6 胡O毓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7 梁O昕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8 楊O安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09 張O瑜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1 盧O瑋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2 葉O鑫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3 駱O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4 吳O霖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5 劉O哲第 2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6 李O言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7 陳O英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18 蘇O勛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20 林O原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21 江O學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22 鄭O翔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23 李O宇15-012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汽車) 15-012-024 林O君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1 林O鈞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2 蕭O洧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3 張O棻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4 陳O瑋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5 許O瑋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6 李O誠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7 吳O誼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8 劉O龍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09 林O璁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1 賴O良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2 沈O儒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4 黃O叡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5 李O緯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6 曾O源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7 洪O廷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8 詹O翔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19 周O愷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0 范O豊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2 鄒O鴻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3 孫O恩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4 曾O暘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5 曾O豪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6 湯O澐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7 李O杉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28 許O玟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1 黎O杰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2 許O諺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3 楊O瑜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4 林O辰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5 張O恩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6 闕O翰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7 許O鈞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8 黃O穎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39 呂O暘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0 鐘O翔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1 林O辰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2 張O函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3 李O祐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4 拉O茲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5 洪O涵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6 黃O翔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7 龔O緯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8 張O翔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49 藍O傑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0 魏O祐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1 詹O霖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2 周O宇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3 陳O綸第 3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4 葉O泓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5 陳O勝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6 劉O禹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7 陳O妤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8 陳O銘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59 藍O為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0 謝O恆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1 邱O慶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2 陳O文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3 陳O寶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4 沈O傑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5 林O安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6 羅O甫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7 相O宇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8 潘O瑋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69 陳O龍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0 李O瑋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1 黃O崴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2 林O昱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3 宋O丞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4 周O翔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5 郭O偉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6 呂O鴻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7 謝O翰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8 黃O豪20-045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45-079 柯O文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1 李O驊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2 鍾O誌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3 陳O彰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4 王O瑞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5 陳O縉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6 温O慈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7 闕O翰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09 鄭O文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0 林O維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1 李O傑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2 吳O威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3 李O誠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4 蕭O杰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5 張O涵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7 王O祥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8 徐O翔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19 詹O緻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0 李O明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1 曹O豪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2 李O原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3 陳O安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6 蘇O正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7 李O叡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8 吳O霖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29 劉O誠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0 胡O瑄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2 林O億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3 游O浩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4 方O翔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5 孫O震第 4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6 王O德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7 王O翰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8 溫O法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39 陳O弦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0 曾O雲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1 黃O恩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2 陳O璇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4 賴O恩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5 林O伃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6 陳O霈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7 邱O博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8 黃O錡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49 張O德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0 黃O磊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2 游O諄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3 連O宏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4 蘇O隆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5 羅O堯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6 林O銓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7 謝O君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58 倪O智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0 趙O亦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1 翟O宇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2 吳O愷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3 簡O佑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4 柯O宏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5 傅O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6 陳O君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7 羅O諭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8 廖O通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69 陳O和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0 劉O皓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2 陳O龍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3 林O詠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4 林O維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5 李O軒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6 滕O瑋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7 朱O澄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8 劉O倫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79 施O助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0 歐O豪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1 郭O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2 林O學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3 蔡O儐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5 楊O賢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6 陳O宇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7 施O函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8 時O安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89 李O承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0 李O弘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1 廖O承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2 郭O維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3 呂O翰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4 蕭O威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6 詹O騰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8 王O豪第 5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099 鄭O宗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102 陳O宇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103 許O仁25-090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90-105 吳O胤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1 何O敬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2 林O賢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3 張O婷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4 李O宏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5 陳O鼎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6 黃O淳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7 許O祐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09 范O曉25-091 材料工程系(電子) 25-091-010 徐O鍒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01 巫O僑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04 劉O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05 曾O翔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06 劉O翰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07 陳O瑋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08 陳O嘉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09 張O華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0 黃O彬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1 游O臻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2 陳O霖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3 陳O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4 邱O宣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5 陳O丞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6 張O鈞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7 賴O詮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8 許O源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19 張O學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20 楊O祥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21 林O祥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22 施O而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23 陳O妤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24 周O成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25 彭O乙25-09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電子) 25-092-026 陳O佑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01 劉O言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04 顧O閎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05 黃O翔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07 韓O浩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09 顏O昶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10 江O賢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11 陳O廷25-09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 25-093-012 蔡O洋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01 蔡O鈞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02 鄭O潔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04 黃O3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05 陳O銘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06 詹O芳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07 張O庭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08 譚O伶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0 蔡O祖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1 陳O銘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2 賴O妙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4 蔡O和第 6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5 葉O豪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6 王O賢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7 蕭O澤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8 張O瑜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19 紀O媚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0 黃O堯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1 江O芳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3 康O達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4 張O茜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5 曾O慈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6 楊O錡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7 林O辰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8 吳O廷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29 郭O承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0 劉O賢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2 張O騏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3 許O豪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4 林O德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5 陳O祐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6 陳O謙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7 李O瑄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8 邱O智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39 李O婷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40 張O文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41 林O晨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42 雷O惠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43 侯O橘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44 梁O宜30-025 化學工程系(化工) 30-025-045 游O茵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1 鄭O軒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2 鄭O羚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3 陳O齡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4 郭O蓁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5 孫O婷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6 謝O佳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7 顏O倢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08 楊O豪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0 陳O樺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1 吳O雯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2 吳O禎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3 林O濶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4 林O儒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5 林O伶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6 謝O蓁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7 吳O彬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8 林O軒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19 李O儀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0 白O潔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1 陳O嘉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2 劉O伶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3 何O儒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4 徐O婷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5 游O霖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6 張O甄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7 曹O坤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29 張O綺第 7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0 周O宇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1 吳O琪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2 蔡O安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3 陳O靜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4 曾O芸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5 丁O瀠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6 張O紜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7 張O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8 陳O玲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39 蔡O媛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0 張O琪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1 鄧O慈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2 江O郁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3 柯O萱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4 李O萱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5 蔡O竹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6 羅O瑜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7 張O涵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8 秦O潔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49 林O卉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0 康O茹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1 林O潔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2 蘇O睿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3 陳O陞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4 蘇O锝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5 張O竹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6 甯O郁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7 游O婷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8 鄭O臻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59 陳O妤60-159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159-060 張O婷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1 何O晴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2 周O臻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3 張O寶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4 曾O耀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5 林O庭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6 林O雲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7 黃O辰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8 吳O瑭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09 陳O霖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0 涂O瑄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1 林O皓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2 楊O勛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3 翁O睿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4 林O傑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5 李O綸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6 林O婷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7 林O廷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8 張O晴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19 梁O月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0 洪O晴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1 馮O喬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2 王O傑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3 邱O瑋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4 游O綺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5 陳O第 8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6 陳O錡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7 王O慈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8 王O晴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29 李O澐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0 宋O儀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1 陳O儀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2 姜O妤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3 曾O暉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4 邱O昀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5 許O寧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6 蔡O哲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7 黃O諭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8 楊O淇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39 沈O達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0 彭O薷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1 王O翔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2 曾O禎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3 詹O臻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4 范O銘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5 林O超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7 魏O芸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8 黃O茹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49 朱O玟80-013 工業設計系(工設) 80-013-050 陸O恩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1 林O呈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2 張O玥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3 謝O妤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4 吳O瑩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5 黃O毓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6 顏O恩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7 張O蓉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8 張O瑋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09 沈O淳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0 林O程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1 陳O汶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2 陳O瑜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3 游O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4 謝O亭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5 楊O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6 許O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7 李O聞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8 梁O庭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19 吳O霆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1 陳O萱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2 許O雯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3 邱O芸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4 王O樺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5 李O紋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6 黃O儀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7 韓O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8 歐O綺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29 何O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0 徐O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1 王O君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2 黃O謙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3 涂O婷第 9 頁，共 10 頁



報名序號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4 鄭O儒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5 趙O斯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6 蕭O姍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7 楊O婷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8 凌O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39 林O妘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0 張O雅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1 陳O萍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2 趙O雯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3 林O妍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4 黃O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5 陳O嬛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6 曹O泠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7 賴O竹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8 沈O伶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49 呂O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0 陳O琪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1 林O譓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2 張O銨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3 曾O寧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4 何O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5 黃O伶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6 林O佑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7 黃O婷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8 陳O志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59 柯O芳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0 陳O修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1 楊O琪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2 傅O東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3 陳O儀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4 任O涓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5 黃O霖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6 張O騰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7 李O誌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8 朱O蓉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69 羅O翔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0 張O于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1 馬O珺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2 李O晴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4 吳O哲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5 林O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6 趙O倫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7 柯O瑜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8 沈O廷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79 林O璞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80 張O珈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81 陳O庭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82 王O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84 張O瑄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85 林O安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86 藍O庭85-056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56-088 張O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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