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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 號 姓 名 性別 年 制 系 別 年班 跨院系學程名稱 

1 9515146 吳建龍 男 四年制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4B 工業安全與衛生學程 

2 9616071 黃奕釜 男 四年制 財務金融系 4B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3 9622036 洪詩婷 女 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 4B 兒童美語學程 

4 9634016 葉彥君 女 四年制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5 9714028 江汶叡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3A 電子企業學程 

6 9715074 蕭佩珊 女 四年制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B 室內設計學程 

7 9716114 郭曉蓓 女 四年制 財務金融系 3C 租稅策略學程 

8 9717001 郭珊妤 女 四年制 企業管理系 3A 金融管理學程 

9 9717007 周姵嬅 女 四年制 企業管理系 3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10 9717185 詹菀菁 女 四年制 企業管理系 3B 室內設計學程 

11 9721018 葉芳如 女 四年制 保險金融管理系 2C 電子企業學程 

12 9721049 洪柔繐 女 四年制 保險金融管理系 3A 精算學程 

13 9721106 顏芳琪 女 四年制 保險金融管理系 3A 精算學程 

14 9722020 洪葦� 女 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 3B 兒童美語學程 

15 9722046 黃于珊 女 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 3B 兒童美語學程 

16 9722048 鄭翊君 女 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 3B 創意商品化學程 

17 9722054 陳佩霖 女 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 3B 創意商品化學程 

18 9722059 陳曉玫 女 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 3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19 9722121 顏亭書 女 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 3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20 9723006 楊倖函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B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21 9723011 葉靜宜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22 9723012 洪采瑩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B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23 9723019 謝佳琦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兒童美語學程 

24 9723021 卓翎甄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25 9723029 鄭喻嬬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兒童美語學程 

26 9723041 姜巧芸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兒童美語學程 

27 9723050 陳盈孜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B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28 9723061 張愷芳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29 9723068 何宛珊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B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30 9723082 許紋華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B 兒童美語學程 

31 9723085 吳美慧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兒童美語學程 

32 9723101 吳佩軒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3A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33 9725016 陳家榮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3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34 9725030 吳逢彬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3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35 9725063 陳柏榕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3A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36 9725100 曾啟華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3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37 9725101 陳建華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3A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38 9725110 林佩儒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3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39 9727113 王廷禎 女 四年制 資訊工程系 3B 電腦動畫設計學程 

40 9729003 劉明芝 女 四年制 社會工作系 3A 綠色產品設計學程 

41 9729067 許品蓉 女 四年制 社會工作系 3A 綠色產品設計學程 

42 9729087 洪袖珍 女 四年制 社會工作系 3A 綠色產品設計學程 

43 9729126 林殿瑛 女 四年制 社會工作系 3B 室內設計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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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9734009 管娟莉 女 四年制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45 9814011 陳姿妙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B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46 9814030 孫雍翔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47 9814048 鄧毓瑤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電腦動畫設計學程 

48 9814049 劉怡君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A RFID物流與供應鏈應用學程 

49 9814057 郭芳容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電腦動畫設計學程 

50 9814064 賴維霖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A RFID應用學程 

51 9814068 丁巧竺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B 電腦動畫設計學程 

52 9814070 石雨凡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A RFID物流與供應鏈應用學程 

53 9814082 王雪蕙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A RFID物流與供應鏈應用學程 

54 9814087 廖彥鈞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製商整合學程 

55 9814109 陳育楹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56 9814113 留旻懋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B RFID應用學程 

57 9814125 李英仕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B RFID應用學程 

58 9814132 劉玉軒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創意商品化學程 

59 9814135 陳世宇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RFID應用學程 

60 9814138 陳奕達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財務管理學程 

61 9814149 吳致暉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B RFID應用學程 

62 9814159 陳銘峰 男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C 財務管理學程 

63 9814167 林佳珣 女 四年制 資訊管理系 2B 製商整合學程 

64 9823009 郭子筠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65 9823012 黃詩惠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B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66 9823016 黃怡菁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B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67 9823017 張宜庭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68 9823027 陳彥如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69 9823034 李億珊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B 兒童美語學程 

70 9823042 張文馨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B 兒童美語學程 

71 9823054 陳韋婷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B 兒童美語學程 

72 9823055 何姿吟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電腦動畫設計學程 

73 9823065 呂雅紫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74 9823077 黃惠琳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75 9823078 林鈺倩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B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76 9823079 詹雅蘭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77 9823098 蔡琬瑜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B 兒童美語學程 

78 9823113 廖珮君 女 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 2A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程 

79 9825004 林品佑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80 9825008 楊文進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81 9825032 陳志豪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82 9825034 詹晟暐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83 9825042 林煜翔 男 四年制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2B 環境奈米技術暨綠色材料企業學程 

84 9828024 林芳羽 女 四年制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2A 室內設計學程 

85 9829044 周欣燁 女 四年制 社會工作系 2B 綠色科技創意設計學程 

86 9830030 邱俊霖 男 四年制 資訊與通訊系 2B 電腦動畫設計學程 

87 9834042 何珮綺 女 四年制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B 財務管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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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9835001 廖珮晶 女 四年制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2A 財務管理學程 

89 9835013 陳依婷 女 四年制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2A 兒童美語學程 

90 9835034 梁管芸 女 四年制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2B 財務管理學程 

91 9835041 李怡璇 女 四年制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2A 綠色產品設計學程 

92 9835075 蔡德顏 女 四年制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2A 金融管理學程 

93 9835128 尹聖凱 男 四年制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2B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94 9836001 林佩君 女 四年制 室內設計學位學程 2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95 9836018 鍾韶紜 女 四年制 室內設計學位學程 2A 品牌創意與行銷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