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德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甄選入學就讀志願序分發錄取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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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序 號 錄取生姓名

205001 行銷管理系

設計群

2050010001

蔡○萱

205001 行銷管理系

設計群

2050010002

林○潔

205001 行銷管理系

設計群

2050010009

黃○萱

205001 行銷管理系

設計群

2050010012

劉○榮

205001 行銷管理系

設計群

2050010013

郭○佑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07

李○軒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08

洪○菱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12

李○潔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13

林○洋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16

黃○璇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17

曾○惠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19

邱○澄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21

李○磛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22

王○琪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27

蔡○堯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33

楊○貿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34

蔡○翰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35

朱○君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36

史○靈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38

孫○鴻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40

林○婷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42

蔡○蒨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44

蔡○穎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46

尤○佳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53

湯○樺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55

陳○宇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57

陳○瑾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60

林○樺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61

洪○芳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64

柯○豪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67

張○翔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72

張○甄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77

洪○瑜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78

郭○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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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80

李○璇

205002 行銷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20083

李○訢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03

古○瑜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07

陳○瑩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11

馬○峰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13

林○仁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15

徐○勳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16

邱○竣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24

許○清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28

鄭○甄

205003 行銷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30029

盧○樺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04

劉○昀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06

陳○儀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07

黃○雅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10

黃○晴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13

郭○縈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16

李○憲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21

張○凱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22

董○欣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25

宋○婷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29

簡○妤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32

周○樺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37

李○臻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38

朱○翰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39

許○中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41

黃○萍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43

林○涵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45

葉○憲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49

陳○芹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50

王○馨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51

張○德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52

陳○萱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53

洪○恩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55

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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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57

孫○儀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59

林○峮

205004 流通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40060

王○浚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06

陳○瀅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09

吳○安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0

沈○傑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1

林○羿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2

劉○呈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3

簡○賢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4

黃○蓁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5

鄭○文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6

楊○伊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8

王○欽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19

陳○宇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21

蔡○緹

205005 流通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50022

陳○州

205006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60002

李○勳

205006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60004

林○盈

205006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60006

張○鈞

205006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60011

吳○緯

205006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60012

張○棋

205006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60015

賴○杰

205006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60022

曹○萍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01

林○玉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02

林○瑩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04

楊○宏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09

蔡○芳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10

李○玟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12

洪○庭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13

王○恩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14

洪○喬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15

陳○潔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18

劉○玲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22

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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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25

葉○德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26

黃○恩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30

陳○蓉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31

張○瑋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37

張○心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39

鄭○娟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45

楊○姍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46

林○誼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57

黃○豪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59

黃○婷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60

曾○霆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65

郝○嘉

205007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70068

宋○亭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02

林○娟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06

楊○娣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07

王○靖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09

余○鈴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10

李○豪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19

吳○儒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20

陳○妏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22

劉○綺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32

劉○秀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35

張○偵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38

陳○君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39

張○珊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41

吳○誼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42

許○甄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43

李○誠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44

周○萱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46

顏○芳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55

洪○琳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57

吳○怡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63

林○甫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64

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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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70

吳○柔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72

楊○涵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77

毛○惠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80

鄭○珊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81

宜○誠

205008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2050080082

黃○婷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01

吳○禔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03

石○啟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06

曾○哲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16

張○欣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17

陳○瑋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20

陳○婷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30

邱○太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33

許○瑄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36

劉○吟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37

林○翰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41

林○翔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47

曾○柔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48

邱○誌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49

許○蓉

205009 企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090051

胡○祥

205010 企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100001

高○茹

205010 企業管理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100002

廖○舜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01

陳○琪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06

劉○君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12

方○軒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13

王○平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15

黃○琳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16

劉○博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17

吳○臻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19

郭○雯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21

李○嘉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23

王○瑜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24

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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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27

董○廷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28

陳○璟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30

施○安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31

鄭○蕙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32

賴○伶

205011 企業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10033

謝○咏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09

林○玄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12

曾○婷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13

吳○穎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14

蔡○聖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16

許○承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19

楊○鈞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20

趙○舜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26

葉○鈞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29

吳○葦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30

馬○傑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31

劉○緹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32

石○偉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33

陳○儀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35

黃○棻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36

許○慈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39

洪○丞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40

王○淳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43

簡○卿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46

林○宏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50

呂○陞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51

陳○汶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52

曾○程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53

王○靜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54

王○涵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59

林○佑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61

蔡○賢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63

張○琪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65

郭○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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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67

陳○澤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68

劉○芳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69

洪○瑋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70

徐○涵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72

曾○儀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73

陳○潔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78

張○君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79

黃○廷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80

何○霖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81

鄒○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82

李○賢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87

許○升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90

郭○叡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91

孔○哲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92

魏○程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93

蔡○賢

205012 金融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20094

張○保

205013 金融管理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130003

王○葶

205014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40001

沈○榮

205014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40002

傅○雅

205014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40003

胡○妮

205014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40005

蘇○卉

205014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40008

賴○平

205014 金融管理系

餐旅群

2050140009

許○文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10

盛○傑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17

李○芸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20

陳○家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22

鍾○臻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23

許○軒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24

陳○銓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25

吳○慈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31

蔡○陵

205015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50033

鄭○珊

205017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餐旅群

2050170002

王○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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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群

2050170007

黃○惠

205018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80006

邱○珊

205018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80011

張○淳

205018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80014

莊○瑜

205018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80016

沈○廷

205018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180017

羅○潔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02

夏○欣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05

陳○汎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07

張○綺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09

吳○辰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10

林○暄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11

韓○馨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19

黃○絜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23

賴○榛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28

吳○婷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29

莊○涌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31

蘇○瑜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32

曾○琁

205019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餐旅群

2050190033

張○蓉

205020 應用外語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200003

陳○筑

205020 應用外語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200006

田○瑀

205021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210003

王○翔

205021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210007

周○彥

205021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210012

林○聖

205021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210019

趙○淯

205021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210024

蘇○榤

205021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210025

利○豪

205021 應用外語系

外語群英語類

2050210026

葉○妤

205022 應用外語系

餐旅群

2050220007

黃○凡

205022 應用外語系

餐旅群

2050220010

王○心

205022 應用外語系

餐旅群

2050220011

詹○喬

205022 應用外語系

餐旅群

2050220012

鄒○君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03

李○葳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04

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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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10

張○楨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11

蔡○家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12

蔡○萱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15

陳○恩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17

徐○庭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18

陳○穎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20

陳○筠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22

劉○汝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23

許○萱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28

洪○筑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30

王○涵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31

曾○筑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32

梁○真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37

王○纕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40

薛○憓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42

陳○汶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52

吳○君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57

劉○玲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58

陳○瑄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60

郭○綝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63

楊○潔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65

王○華

205023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30067

柯○蘋

205024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240005

陳○靜

205024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240006

陳○婷

205025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餐旅群

2050250002

陳○潔

205025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餐旅群

2050250006

蔡○樺

205026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260009

邱○鈞

205026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260012

陳○旻

205026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260013

潘○如

205026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260016

葉○綺

205026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商業與管理群

2050260023

呂○裕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03

呂○真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05

林○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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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11

吳○婷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12

吳○翎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20

洪○婷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21

陳○真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24

蕭○婷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25

賴○𤧟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27

王○儀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28

廖○慈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29

余○𥢕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32

陳○妤

205027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幼保類

2050270038

藍○暄

205028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280008

范○妮

205028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280009

方○潔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03

陳○宏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07

謝○泓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08

黃○翔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09

黃○彰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10

張○宸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11

張○凱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12

張○傑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14

陳○哲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17

黃○麟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18

蔣○昌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20

莊○呈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22

葉○霖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23

李○澄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24

周○廣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26

劉○成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27

鄭○佑

205029 電腦與通訊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290037

袁○駒

205030 車用電子學士學位學程

動力機械群

2050300001

胡○銘

205030 車用電子學士學位學程

動力機械群

2050300004

蕭○哲

205031 車用電子學士學位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10003

廖○宇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01

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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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02

熊○祥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03

李○柏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04

梁○瑜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07

陳○緯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08

曾○仁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09

葉○霆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12

洪○凱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15

林○民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16

黃○雄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17

蔡○承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18

戴○翔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20

莊○洺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21

林○達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23

許○堯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24

陳○智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25

梁○輝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27

戴○宗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31

王○淯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33

黃○瑋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36

戴○宏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42

王○宏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43

沈○政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44

廖○竣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45

吳○和

205033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30063

郭○恩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05

謝○平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06

蘇○安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10

王○勝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12

林○皇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13

李○城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14

徐○源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15

曾○綸

205034 資訊工程系

資管類

2050340018

邱○瑝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05

曾○証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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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07

呂○榮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10

陳○成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11

林○旬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12

劉○菁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14

楊○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15

劉○憲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18

劉○婷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19

黃○正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24

蘇○立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25

劉○憫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26

洪○雅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29

李○珉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30

力○凱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32

江○勳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34

郭○宇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35

陳○育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37

陳○中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38

黃○瑜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39

龔○穎

205035 資訊管理系數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50040

黃○筌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01

許○傑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02

吳○葦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03

陳○暄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10

曾○豪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11

鄭○德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13

楊○博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14

張○源

205036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60022

郭○亨

205037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70009

蔡○佑

205037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70010

廖○涵

205037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70011

林○容

205037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70016

曾○嘉

205037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70022

洪○婷

205037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050370036

施○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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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02

林○衡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04

鄭○丞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05

尤○緯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12

吳○恩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13

林○妃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14

沈○豪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15

賴○鴻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18

楊○

205038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050380021

趙○凱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02

侯○仲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03

杜○霖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04

葉○廷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08

黃○瑜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10

洪○情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20

黃○喬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24

李○亭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28

林○利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29

游○婷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30

蕭○恆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31

賴○潔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35

林○羚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40

毛○秀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42

譚○嵐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48

林○平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52

楊○諭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59

鍾○晴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64

曾○淩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67

林○平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68

林○雅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72

徐○偉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73

謝○偕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78

潘○璇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80

林○儀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81

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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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82

楊○雲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84

林○珊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86

林○欣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87

顧○威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91

王○臻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94

范○昌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95

王○穎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97

徐○榮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099

黃○綾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100

黃○偉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110

楊○弘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114

咸○嘉

205039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設計群

2050390118

鍾○哲

205040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50400004

江○彬

205040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50400005

張○琪

205041 生活產品設計系

機械群

2050410001

黃○翔

205041 生活產品設計系

機械群

2050410008

曾○茵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02

柴○柔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06

吳○儒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18

張○庭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19

陳○儒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20

張○文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32

陳○淇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33

陳○暄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34

李○慧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35

杜○恩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36

黃○群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38

范○婷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39

秦○茜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40

黃○沄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46

王○潔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47

葉○慈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56

沈○庭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58

黃○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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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62

黃○慧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64

葉○昕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68

楊○軍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74

葉○瑜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76

謝○珍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82

吳○承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83

許○慧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84

姚○安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85

吳○哲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86

吳○謙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87

郭○萱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88

黃○伊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93

楊○敬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95

劉○均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096

賀○育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100

邱○晴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111

古○琳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115

蕭○勳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116

陳○宏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117

呂○真

205042 生活產品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20120

李○穎

205043 生活產品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30004

朱○蓁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02

陳○蓁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04

鄭○心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05

陳○綺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11

楊○醇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16

陳○盈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17

蘇○棻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21

陳○希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25

孫○絹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32

謝○庭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34

林○庭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37

陳○羽

205044 流行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40038

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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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03

林○婷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05

吳○樺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13

吳○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14

吳○蓁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17

林○如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21

潘○安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25

江○瑄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27

王○綺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28

石○恩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29

李○可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30

李○儀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31

侯○辰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35

黃○雅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36

許○萓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38

林○蒨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40

衛○蓁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45

周○希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46

鄭○庭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48

洪○翔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51

李○陽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53

許○柔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54

林○憶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55

張○婷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56

張○筑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57

林○戎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67

曲○儀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78

黃○容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85

許○瑄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86

鍾○哲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88

陳○妤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92

洪○欣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097

謝○融

205045 流行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450100

劉○萱

205046 流行設計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50460001

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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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03

魏○婷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04

陳○妘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06

李○嬅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08

魏○玲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09

許○誠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12

陳○安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15

龔○筑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20

謝○真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21

張○瑄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31

曾○婷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33

王○博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34

薛○馨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40

陳○如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41

陳○妤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42

林○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45

陳○儒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47

楊○儀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50

賴○婕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51

殷○宜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62

黃○婷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64

林○佩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69

林○柔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72

葉○丞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74

嚴○鈞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77

鍾○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78

卓○恩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82

謝○鄅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86

黃○文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89

黃○彬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90

陳○霈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91

洪○辰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093

高○渝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02

林○佑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03

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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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17

劉○岑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19

劉○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25

黃○甯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26

陳○成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29

賴○睿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36

余○吟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37

余○

205047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群

2050470138

陳○蓓

205048 視覺傳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480001

劉○馥

205048 視覺傳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480006

柯○巖

205049 視覺傳達設計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50490003

王○宇

205049 視覺傳達設計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50490009

洪○慶

205049 視覺傳達設計系

藝術群影視類

2050490010

林○晏

205050 室內設計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50500004

鄭○儀

205050 室內設計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50500008

詹○恩

205050 室內設計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50500009

賴○憲

205050 室內設計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50500010

尤○亨

205050 室內設計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50500011

黃○凱

205050 室內設計系

土木與建築群

2050500012

吳○琪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01

黃○昕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02

徐○信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04

陳○慈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05

黃○証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10

鄭○翔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13

朱○儀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14

廖○甄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15

周○喬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16

何○玉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24

錢○廷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25

黃○壹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27

劉○璇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30

李○誠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31

何○妮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35

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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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44

陳○晉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45

林○緗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47

田○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48

呂○瑄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52

蘇○詠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54

高○翔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55

彭○萍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56

黃○汝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63

黃○珊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64

黃○仁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66

衛○妤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67

姜○翰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70

蘇○暐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76

孫○康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81

馬○竣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82

溫○淋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84

胡○融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086

余○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00

劉○廷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01

黃○軒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03

林○竹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05

林○賢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10

陳○君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25

黃○軒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26

李○威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28

賴○辰

205051 室內設計系

設計群

2050510133

許○雯

205052 室內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20003

劉○綾

205052 室內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20006

劉○吟

205052 室內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20008

呂○綺

205052 室內設計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20009

許○昌

205053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設計群

2050530005

廖○嘉

205053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設計群

2050530011

陳○婷

205053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設計群

2050530012

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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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53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設計群

2050530013

陳○妤

205053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設計群

2050530014

楊○如

205053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設計群

2050530015

林○慧

205054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540008

張○文

205054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540010

張○銘

205054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540013

吳○璇

205054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540014

錢○笙

205054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540015

王○懌

205054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商業與管理群

2050540018

蔡○瑜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01

陳○薇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03

丁○棋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06

廖○伃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07

劉○儒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17

戴○評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20

楊○琳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21

郭○渟

205055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050550023

黃○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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