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面試時間 報到地點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1 曾奕睿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2 劉延聖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3 林煜凱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6 楊宇宸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7 陳文仁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8 吳致宏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09 黃冠勛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0 蕭晋權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1 黃致程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2 周侑錩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3 李志珈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4 蕭貴允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5 沈博允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6 陳嘉祐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7 胡竣皓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8 張崴程 AM07：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19 沈品辰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2 郭柏毅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5 李弘盛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6 吳冠霖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8 林翔苡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29 沈珮芸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0 張景彥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2 郭宸佑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5 張御茗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8 陳柏翰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39 林沁縈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0 陳立倫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2 陳偉翔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4 羅永耀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5 張竹鈞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7 陳柏廷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010048 王偉豪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1 莊詠勛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2 陳品憲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3 林詮瓏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5 周星宇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6 白鎮碩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7 林廉家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08 陳玟劭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0 楊宜紘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2 賴韋劭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3 張智淵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4 蔡沛成 AM08：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6 許震璿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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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7 林暐竣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8 丁文瑩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19 徐紹恩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0 黃諺楷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4 林侑緣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6 張晏祥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7 謝宜蓁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8 徐兆澤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29 李宇秝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30 王品懿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31 林浚竑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33 高敬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工業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20034 郭修瑋 AM09：50 創新大樓3樓AI中心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01 曾奕睿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02 吳宗瑋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06 蕭瑞邑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07 馮晨睿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08 李奕嘉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1 張承震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2 劉晟瑋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3 林昆旻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4 陳冠維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5 謝祐安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8 吳承翰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19 黃冠勛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0 許閔傑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2 吳庭睿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3 劉冠佑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4 林緯晨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5 張永恩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7 呂軒緯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29 陳冠宇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0 黃永輝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2 方志宏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3 龎宇志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4 洪晧哲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5 陳銘泓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6 曾昱程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7 賴紓沁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8 賴彥維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39 謝吉豪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42 劉秝榤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45 吳冠霖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47 蔡其哲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48 吳峻宇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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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49 蔡念庭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0 劉峰維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1 劉炫猷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2 許泓陞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3 林俊明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4 侯杰廷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5 黃立丞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6 陳宏洋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7 黃立宸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8 朱育偉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59 林承緯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0 林妤臻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1 吳冠賢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2 葉祐辰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3 吳品鋐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4 紀暘賓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5 傅麗庭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6 許景詔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7 李典澍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8 林柏廷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69 吳定謙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0 高郁翔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2 陳俊諺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4 蘇振元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5 黃霈揚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6 吳柏勳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7 呂睿浡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78 陳品卉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0 譚又華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1 楊舒婷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4 李承睿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5 陳宗甫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6 李聿涵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8 張竹鈞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89 羅稚翔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0 張盛淵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1 林楚豐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4 楊宗諭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5 莊景盛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6 蔡鈞丞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8 蔡梃綸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099 詹茗全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100 蔡逸橙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104 王子墉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105 王子綸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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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群 2140030106 林冠宇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1 曾奕睿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2 吳宗瑋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4 簡志軒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6 林家正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7 古健宏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09 馮晨睿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0 李奕嘉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1 羅浚愷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2 張承震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3 劉晟瑋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19 許閔傑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0 楊家齊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2 侯汎達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3 蕭晋權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4 張嘉成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6 柯宏諺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7 張永恩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8 李柏慶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29 宋頡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0 龎宇志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1 陳銘泓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2 曾昱程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3 賴紓沁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4 謝吉豪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6 陳洲好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39 蔡念庭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1 許泓陞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2 江玲孜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3 林俊明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4 侯杰廷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6 鄭伃恩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7 黃立丞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8 黃宇銚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49 陳哲仁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0 譚碩鋒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1 張景彥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2 朱育偉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3 林承緯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4 郭宸佑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5 高世在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6 黃少庠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7 黄睿淇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8 吳品鋐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59 林文翔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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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1 簡宏宇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2 林柏廷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5 高郁翔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6 黃子芸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7 陳威辰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68 呂睿浡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0 李承睿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1 鄒承諺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2 李聿涵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3 張竹鈞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4 羅稚翔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5 朱治勳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6 郭泓志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77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0 江尚睿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1 莊景盛 PM13：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2 蔡鈞丞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4 林宏曄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5 林士嘉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6 林政宏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8 陳姿穎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89 呂紹瑋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90 游詠勝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91 黃宇宏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92 劉信詮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機械群 2140040098 陳冠勳 PM14：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1 蘇柏誠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2 張智寬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4 鄭猶大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6 邱柏霖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07 林世彧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0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2 陳宏易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3 李瑋承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4 周楷崴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6 林志明 AM07：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19 蔡官宏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22 林鈺哲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27 鄭皓元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28 游承祐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33 施唯揚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34 廖毅鈞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35 杜　震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38 林佳宏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0 吳璥安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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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2 林上荏 AM08：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4 高宇鴻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6 陳劭慈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7 何彥甫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8 吳冠緯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49 俞惟傑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0 張元瀚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2 張睿哲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3 陳炳廷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4 陳紀諭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6 郭艾歷 AM09：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57 林稚家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0 張雅雯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2 干峻權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5 王本佐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7 吳堃宏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68 何健嘉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0 馬健程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1 李威毅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5 林俊廷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6 黃晨祐 AM10：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7 林以淞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79 楊詠傑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0 呂紹寧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1 蔡秉達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5 林辰諺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6 郭翔睿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89 陳建翰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90 温育仁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動力機械群 2140050091 劉祐丞 PM12：50 機械館1樓川堂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1 林沅翰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2 謝承翰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3 施經祐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4 賴俊辰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6 許晨庭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7 林彥廷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8 彭紹豫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09 鍾立恩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0 吳承昊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1 曾俊諺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2 江宸緯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4 陳兆璿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6 王力緯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7 張少宏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8 陳韋翰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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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19 蔡松諺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0 王翊安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3 周逸翔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4 陳玟劭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5 陳楷碩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6 王厚淳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7 李佳謙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8 李奕翰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29 張昱謙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0 吳思賢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1 吳俊霖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2 林炤洋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3 林暘善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5 李晨顥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37 林奇勳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0 陳柏瑋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1 陳菄逸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3 藍子霖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4 林聖傑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6 陳佑哲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8 許堉綸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49 許庭鎔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0 謝濬陽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1 李育瑋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2 曾毅瑋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4 吳宇宸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5 吳宇璿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6 楊宏理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8 何智凱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59 賴世華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1 陳俊晰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3 杜鈺宏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4 齊文巖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6 賴彥澄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7 羅念宇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8 賴震綸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69 莊昀蓁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71 蔡宸瑋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72 簡俊喆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73 杜明峻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75 邱柏諭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77 蘇柏睿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80 黃柏元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82 尹華駿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85 馬寶晨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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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87 魏振宇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0 游立宏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1 江盛玄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3 林冠佑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4 陳建弘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6 李柏昕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7 丁瑋昱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8 王子安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099 陳頡恩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0 曾華健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1 曾暄錦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2 黃思哲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3 鄭福壽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4 王焌驊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5 江宇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6 黃楷淞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7 黃靖凱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08 蔡仁豪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0 張皓鈞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1 陳秉松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3 劉瀚文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7 吳竑緯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8 李光倫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19 徐子傑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2 陳冠丞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3 陳奕達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4 林甲祐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6 王政元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7 王崇豪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29 廖秉榮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0 蕭宇琪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1 康丞豐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4 陳奕維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5 鄭崇懿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6 何啓霆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7 陳建成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8 劉易佳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39 王冠勳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40 詹晁灃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060141 李常綸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1 方郁凱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3 黃政傑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4 莊詠勛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5 林宏燁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6 廖文良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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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7 王鵬瑋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8 康致愷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09 王亭翰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0 陳品憲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1 陳芃睿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2 鄭宸宇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3 張紘齊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4 范佫瀚 AM07：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5 趙恩稚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6 鍾雨衡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17 黃崧豪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0 張智淵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1 蔡沛成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2 蔡謹宇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3 劉承熙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4 張恩光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26 陳星銓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0 曾奕誠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1 潘克睿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2 楊宏樺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3 黃健碩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6 李昱橙 AM09：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7 鄭才偉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38 王律棋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0 蘇游紘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1 王律承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2 黃飛騰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3 林雋洋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4 施詔翔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7 謝坤志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49 蕭項智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50 林靖凱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51 林澔俞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52 李以仁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53 陳紫晴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70054 郭庭豪 PM12：50 電機館1樓116教室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1 吳汶珊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2 李星煌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3 郭昱岑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4 陳禹曄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5 黃政傑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7 董恩毓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8 莊詠勛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09 楊程崴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1 曹孟聖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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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2 黃士維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3 林益賢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4 康致愷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6 王亭翰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7 呂睿祐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8 張書誠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19 曾瀚賢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0 陳品憲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2 邱榮南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3 楊至翰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4 林勁丞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6 陳威權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7 鄭宸宇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29 蔡旻哲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0 林劭芳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1 林永育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2 洪紹恩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5 周星宇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7 林廉家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38 李奕翰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1 黃柏翔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3 賴思安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4 賴韋劭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6 孫智皓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7 許愷文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8 買宣綸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49 趙恩稚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1 謝秉辰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2 鍾雨衡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3 黃崧豪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4 林晉揚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6 李振潁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7 葉敔恩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8 曹永謙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59 梁佳棟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1 蔡謹宇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2 劉承熙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3 林冠廷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6 陳柏翰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7 李少騰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8 林亦晟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69 黃世鋒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1 高睿承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4 許致和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6 董志家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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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7 尤柏超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8 鄧國仁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79 郭若婕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1 唐翊傑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2 王翊薰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5 江明俊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6 劉益維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8 游竣翔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一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89 楊宏樺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0 黃三元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1 陳貞錚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2 林柏安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3 林楷傑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5 程聖凱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096 林振毅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00 鄭才偉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01 陳士磊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02 王律棋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03 李沛諠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04 黃宇盛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09 沈宇恩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0 張桂嘉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1 劉詠鈞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3 鍾毅勳 AM08：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4 陳漢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5 王仁杰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7 蘇游紘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18 王律承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21 黃飛騰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23 曹宸碩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25 陳建廷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26 張妤甄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27 陳卿賦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28 黃政穎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0 陳佑誠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2 劉峻愷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3 謝宜蓁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4 賴承翰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6 施博文 AM09：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7 王品懿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8 官秀家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39 張致源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0 王賢基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3 陳柏穎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5 李承熠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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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7 胡家政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8 郭瀚文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49 王佳晨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50 田心綺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52 林君憲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55 孫宗珉 AM10：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57 陳柏元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0 王維德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1 林奕安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3 許杰倫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5 黃浩軒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6 謝廣翰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7 蕭項智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68 林靖凱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1 沈子翔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3 李以仁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4 詹凱博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5 高敬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7 李哲豪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78 葉緯振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0 林勝威 PM12：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1 張友綸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2 林沛宏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3 陳雋濤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5 陳宥任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6 陳昭銘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88 曾宏傑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電子工程系-第二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080190 何念謙 PM13：50 電子館1樓中庭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1 蔣易成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3 丁柏畯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5 黃楷竣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6 葉少宸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7 侯艾伶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08 李和南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10 呂淑芬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14 黃琬喬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15 廖依恩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16 鄭丹茵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17 王珈欣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18 張湘慈 AM07：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1 洪冠霆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2 劉曲芸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3 戴怡廷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4 黃偉恩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5 鄭惠心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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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29 陳柏丞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3 張欣姿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4 黃宜瑄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5 盧以芯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7 曾靖媞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8 曾義傑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39 朱冠豪 AM09：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1 吳勝博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2 李宗諺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3 范程凱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5 許哲惟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6 許偉賢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7 郭定閎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48 温智勛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51 陳俊諺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52 張郁蓁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54 程姵云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55 鄧宗信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57 黃柏瑞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0 陳信一 PM12：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1 李婕妤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6 范叡其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8 曾莅翔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69 劉良圓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0 許孝銘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1 廖梓蓉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2 詹凱帆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3 徐新林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6 戴淳佑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79 謝政芮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87 黃國鳴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88 蕭凡軒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89 吳芷君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化學工程系 化工群 2140090090 姚元凱 PM14：50 化工館2樓川堂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2 劉延聖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3 李柏廷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4 楊宇宸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5 陳文仁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6 吳致宏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09 游鎧誠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0 黃冠勛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1 吳庭睿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2 蕭晋權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4 劉冠佑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5 周侑錩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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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7 陳嘉祐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18 劉晉宇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0 林恆毅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3 吳冠霖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4 林昌隆 AM07：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6 翁暐翔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7 葉力元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28 鄭立宥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0 林柏佑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1 張御茗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4 蔡宇彥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5 呂睿浡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6 陳柏翰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7 林沁縈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8 顧祖維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39 陳立倫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0 李承睿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1 張竹鈞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4 林宏曄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5 林政宏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6 張銘恩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機械群 2140100047 林柏翰 AM09：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01 徐子揚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02 陳品憲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03 林詮瓏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04 鄭博允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06 陳京伯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07 蔡沛成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09 李紫涵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12 徐紹恩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13 黃諺楷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17 劉家菘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18 郭瀚文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19 田心綺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10022 許杰倫 PM12：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04 洪冠霆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08 許倫境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10 盧以芯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11 曾靖媞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13 李宗諺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14 范程凱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15 許偉賢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24 徐新林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27 陳姿穎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32 蕭凡軒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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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材料與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化工群 2140120033 姚元凱 PM14：50 綜合大樓B1-101單元操作實驗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03 劉延聖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05 葉郁承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06 李煥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09 李友仁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10 林聖凱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11 劉晟瑋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13 羅珮齊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16 李翊安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18 李循一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0 宋頡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1 陳嘉祐 AM08：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2 沈品辰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5 蔡侑霖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7 李尚綸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8 黃繼鋒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29 蔡念庭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31 吳孟庭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33 黃宇銚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36 吳晨維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37 許閔翔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43 黃霈揚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44 李玟葶 AM09：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45 陳品卉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46 林沁縈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47 楊舒婷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49 陳偉翔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53 詹士賢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30055 林柏翰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2 陳禹曄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3 林和曄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4 解維翊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5 楊皓程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6 林辰育 AM10：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7 孫智皓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09 林后祥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0 楊子立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1 林楷傑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5 江宇崴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6 林雨柔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7 賴承翰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8 林楷睿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19 陳昇志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20 吳澄翰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40021 徐萇璘 AM12：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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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2 蕭芷晴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3 林奕志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4 王譽霖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5 蕭靖霖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6 林柏劭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07 王力行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10 陳俞安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12 楊朝淞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15 王晨庭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17 羅浩倫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150019 劉師瑜 PM13：50 綜合大樓2樓環安衛系辦公室外川堂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01 曾奕睿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02 洪俊澔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06 吳泓誼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07 黃靖茹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08 趙時頡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0 蕭瑞邑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2 馮晨睿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3 林聖凱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4 羅浚愷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7 羅珮齊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19 吳若瑋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0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2 李志珈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3 李翊安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5 洪偉傑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27 顏逢毅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0 廖偉丞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4 曾致鈞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6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7 黃筑甄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8 劉晉宇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39 朱冠宇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40 沈品辰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42 黃建豪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46 陳洲好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49 許原獻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0 黃繼鋒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1 黃上洲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2 鄒旻鈞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3 蔡承洋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4 吳峻宇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5 謝秉豫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6 王駿庭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7 吳昱蓁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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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58 林昌隆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0 郭茂原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1 翁暐翔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2 高世在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4 黃柏崴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6 林文翔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7 許景詔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68 萬勁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74 蔡宇彥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76 王璽勛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78 黃霈揚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79 吳柏勳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0 李玟葶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1 陳品卉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2 林沁縈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5 羅永耀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6 林豫德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7 陳柏村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89 孫承緯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91 賴思羽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099 游詠勝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0 劉信詮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3 簡子堯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4 邱漢倫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5 羅元宏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7 黃凱宣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機械群 2140160108 曾政文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1 林致亘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2 陳冠達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3 林泓曄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4 鍾立恩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6 陳兆璿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7 張少宏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8 陳禹劭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09 林辰育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0 邱筠軒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1 陳玟劭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4 陳柏瑋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8 陳恩誠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19 杜明峻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21 黃柏元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23 林哲豪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27 洪一愷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28 丁瑋昱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29 陳煒倫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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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0 黃楷淞 AM07：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1 林漢錡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2 張皓鈞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3 陳宏豪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4 廖佐維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5 劉瀚文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6 鍾承憲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8 李光倫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39 梁耀均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0 鄭閔元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1 霍宏澤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2 謝宇峻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3 林甲祐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4 蕭睿恩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6 柯秉昌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7 高耀洋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48 黃尹霈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50 詹宗偉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52 李常綸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40170053 林文華 AM08：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2 李書璿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3 王鵬瑋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4 楊至翰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5 陳俊安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7 李子毅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8 蔡傑宇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09 徐煜翔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0 陳京伯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1 羅崇恩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2 薛鈞濠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4 余子揚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5 童宇澤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6 李沛諠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7 林宥呈 AM09：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8 高詠翔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19 曹宸碩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0 陳建廷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1 施建佑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2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3 張晏祥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4 陳鼎傑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5 鮑力維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26 曾筠唐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30 廖宸毅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31 詹士毅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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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35 蕭項智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36 張庭豐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材料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180038 陳昭銘 AM10：50 綜合大樓3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01 邱啟裕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02 曾奕睿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09 李友仁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13 林彥勳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14 黃筑甄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15 唐光駿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17 黃建豪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3 林志丞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4 蔡念庭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5 劉炫猷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7 謝秉均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8 梁育齊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29 莊景富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30 朱育偉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32 吳冠賢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33 黃少庠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34 温家豪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35 曾子堂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0 楊錦豪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1 許茹媗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3 陳信甫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4 詹士賢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機械群 2140190047 孫兆陽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1 吳旭宸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3 劉智宇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4 曾瀚賢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6 陳叡璇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7 林辰育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09 孫智皓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0 許愷文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1 謝秉辰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2 梁佳棟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4 鄭才偉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5 黃章晏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6 翁維承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18 關亦媗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3 林子瀚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4 游聲侑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5 賴承翰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6 陳建仁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7 詹士毅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29 何弦哲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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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31 林澔俞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32 吳澄翰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33 徐萇璘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34 劉兆峻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40200035 蘇冠銘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1 楊靜儀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3 鄭曜糧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5 劉曉蕾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6 王億玲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7 陳姵廷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09 沈宏耀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12 林柏劭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16 吳芊誼 AM08：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17 凃又綺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18 陳昱潔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19 陳榆庭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20 楊媛棋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23 王力行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27 邱虹軒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29 李冠穎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0 謝慧芬 AM09：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3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4 陳映葭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5 賴榆芳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6 楊雨婷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38 連顥哲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0 蘇安琪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1 劉晏慈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2 蕭晽苓 AM10：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3 李永靖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4 王晨庭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5 黃詩喬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6 林子芹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48 林書辰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0 李欣萍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1 洪承瀚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2 黃紫菱 PM12：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5 黃永勁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6 林亭妤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7 吳宇晞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8 陳禹熹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59 文翊綺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3 徐碩恩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4 林冠瑜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5 楊婕榕 PM13：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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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7 黃俊珵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8 李泓儒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69 郭彥廷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70 鄧敏萱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73 黃呈至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10074 吳承頤 PM14：50 創新大樓1樓廣場

經營管理系 青儲組 2145080001 何睿芸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01 何倍頡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03 鄭依婷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05 林文佳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06 簡宇呈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07 游佳茵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0 邱柔禕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1 徐蒨妤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2 莊芝敏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3 羅文妤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4 陳緯均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5 何凱頤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6 吳佳宣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18 黃羽呈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0 廖婉婷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2 陳冠瑋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3 李姿穎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4 簡翊芸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5 翟佩樺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28 徐羽柔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32 王卉欣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34 吳珮琦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35 李郁瑾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39 蕭睿妤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2 陳威甫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3 周睿原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4 徐郁綸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5 呂彩渝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7 鄧芷涵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49 黃逸凱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53 陳映葭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56 洪于婷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59 呂濰瑄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2 李仁智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3 黃立宇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4 呂玟臻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5 張靖妤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6 張芷瑄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67 賴妤瑄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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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0 林湘芝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1 黃詩喬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2 林子芹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3 陳妍蓉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4 莊承諭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76 顏丞佑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80 丁芊樺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81 林書辰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85 吳心語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86 洪承瀚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0 陳品甄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一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1 黃永勁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3 吳美羚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4 盧思伃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5 吳宇晞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6 李凱蓁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098 陳慧庭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0 王佩宇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1 何佩玲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2 何宜蓁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3 呂鈺玫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4 李俊慧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5 李翊涵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6 林亭妤 AM07：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7 林瑞縈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8 邱翊寧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09 洪欣淳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0 陳怡如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1 黃依旋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2 葉祉筠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4 謝語倢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5 林家豪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18 陳柏諺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0 魏卉妡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1 楊雅喧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5 陳柔伊 AM09：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6 黃心柔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7 黃俊珵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8 郭彥廷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29 劉妤瑄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30 甘杏雅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第二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20131 曾可婷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01 賴宛柔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02 粘靖微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05 許子涵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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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2 邱柏澔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3 張琇雯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4 張書雅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7 葉又榤 PM12：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8 蘇昱寧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19 康絲婷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21 康嘉芸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23 劉盈均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25 黃紫淇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140230027 白湘渝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2 鄭竹君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3 謝幸玫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4 金祐安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7 許佩君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8 陳昕禾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09 楊佳瑜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經營管理系 設計群 2140240011 買丞懌 PM14：50 創新大樓5樓516系辦公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1 曾奕睿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2 李瑋倫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3 徐名曜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4 黃靖茹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5 林昆旻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6 陳冠維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07 謝祐安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0 羅珮齊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1 宋頡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3 蔡承洋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4 吳峻宇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5 林妤臻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6 葉祐辰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18 王語彤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0 林柏廷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1 王騰甫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2 李玟葶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4 李聿涵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5 楊宗諭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6 田邦佑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7 詹茗全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8 陳姿穎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29 張銘恩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 2140250031 孫兆陽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01 林鼎勛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04 王培彥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06 徐苡慈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08 林昱翰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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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0 唐文禹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1 余若華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2 焦柏睿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3 葉明君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5 陳竑安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8 李瑋昀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19 詹育晴 AM07：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0 黃亭毓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1 曾郁翔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3 陳榆蓁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4 徐榮隆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6 陳鑀文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7 張芷瑜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8 王承恩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29 蘇緯晨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0 李芃臻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1 沈品嘉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2 黃詩涵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4 彭怡嘉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5 簡妙霖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6 林芷㚬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39 何公誠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0 周承賢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1 黃偲瑋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2 林思岑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3 張雯捷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4 石芸滋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5 趙婕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6 林鈺婷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7 林語婷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8 唐佳杏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49 周子沛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0 馮心樂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3 陳矞雯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5 蕭伊均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6 陳亭臻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58 謝若婕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0 黃楷媞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1 陳品方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2 王嘉辰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5 葉洛瀅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工業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60066 朱証煒 PM12：50 創新大樓4樓階梯教室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02 卓姿妤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04 呂彩渝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05 洪愷珣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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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06 李宇晨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09 林子庭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0 林書辰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1 王佩宇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2 何佩玲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3 何宜蓁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5 李俊慧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6 李翊涵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7 林瑞縈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19 葉祉筠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23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24 王怡文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25 李郁嫻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26 吳昱嫻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140270027 池宛諭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1 李菀耘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2 劉雨念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3 林羿希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4 李芝嬅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5 陳子銓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6 陳言汶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08 江家薰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0 王劭祺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2 林閔萱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3 陳昕禾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4 蔡俞仟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7 周欣怡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18 陳亞婕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0 黃詩淇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1 楊子怡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2 廖小蓉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4 鄭加欣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5 鄭安茜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6 謝昀蓁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28 邱定暉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32 陳郁翎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33 凌廉宇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數位行銷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設計群 2140280035 顏榛儀 AM07：50 創新大樓1樓深耕講堂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04 王培彥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05 林美儀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06 周峪正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07 王彥勻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09 楊雅婷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1 余信寬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3 曾囿霈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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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4 焦柏睿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6 陳雅筑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7 徐睿萱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18 蕭雅榛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22 江芯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27 蕭妤蓁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28 李瑋昀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29 王孜語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1 李芝嬅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2 陳郁珊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3 曾奕親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4 林宜亭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6 洪依萱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8 鄭啟呈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39 江宇軒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0 陳榆蓁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1 王聖豊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5 陳鑀文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6 諸葛芊芊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7 朱佑庭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48 曾昱欣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1 劉家卉 AM07：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2 施沛媛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7 王育德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8 李心妤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59 黃亭瑜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1 林芊妤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2 汪子芸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4 陳沛岑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6 賴芊予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7 郭家妤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8 曾玉琪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69 陳奕璇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71 陳奕秀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72 鄒宛諭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75 陳亞婕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0 姜宇璠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1 康芷菱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2 劉尚偉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4 陳矞雯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7 郭子祺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8 李若瑀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89 黃芷姍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0 謝惟羽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1 王珮甄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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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2 王詠加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4 陳昱琹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7 楊雅媛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098 江亭姿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101 凌廉宇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102 黃湘伶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140290103 葉洛瀅 PM12：50 創新大樓8樓中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