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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一年級 107****8 高○瑄

2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一年級 107****6 董○甄

3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二年級 106****0 曾○琳

4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三年級 105****0 張○怡

5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三年級 105****4 戴○鈺

6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5****9 林○筠

7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105****0 江○帑

8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6****4 朱○潔

9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5****1 彭○寧

10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5****6 賴○靜

11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二年級 106****9 蕭○卉

12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三年級 105****1 鐘○綺

13 管理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二年級 106****7 黃○瑜

14 管理學院 會計系碩士班 一年級 107****9 林○遠

15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一年級 107****1 鄒○萱

16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一年級 107****8 劉○瑜

17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一年級 107****4 周○廷

18 管理學院 會計系 一年級 107****1 林○妏

19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6****2 曾○歡

20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6****7 林○萱

21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1 塗○儒

22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1 黃○豪

23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2 王○傑

24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6 何○云

25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1 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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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年級 104****4 繆○耘

27 管理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6 洪○允

28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5****4 高○婷

29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5****0 洪○傑

30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年級 106****0 賴○宜

31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5****6 林○婷

32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5****6 黃○心

33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年級 105****6 林○慧

34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四年級 104****8 王○萱

35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6 許○茜

36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一年級 107****3 鄭○茹

37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6****2 游○偉

38 管理學院 銀髮產業管理系 二年級 106****2 黃○誼

39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一年級 107****8 林○萱

40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三年級 105****6 吳○伶

41 理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四年級 104****9 林○妤

42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年級 106****1 陳○良

43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年級 107****2 陳○伶

44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年級 106****5 吳○義

45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年級 107****0 彭○翔

46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三年級 105****6 林○倫

47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二年級 106****1 陳○亘

48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三年級 105****5 陳○棋

49 理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三年級 105****7 楊○德

50 理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一年級 107****5 柯○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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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理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一年級 107****3 余○嫻

52 理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一年級 107****9 林○鈺

53 理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年級 107****1 王○琪

54 設計學院 建築系 二年級 106****3 許○瑜

55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三年級 105****6 江○樺

56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二年級 106****2 邱○暄

57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二年級 106****8 張○哲

58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一年級 107****5 邱○宸

59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105****8 陳○琪

60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級 106****4 林○慧

61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105****2 許○瑜

62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年級 105****6 郭○淳

63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級 106****2 陳○妃

64 設計學院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一年級 107****1 曾○君

65 設計學院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一年級 107****0 李○彰

66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級 106****1 陳○瑄

67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年級 107****6 周○君

68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年級 104****2 何○婷

69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年級 106****2 趙○豪

70 人文暨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二年級 106****3 陳○町

71 人文暨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二年級 106****0 吳○萱

72 人文暨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四年級 104****1 賴○儒

73 人文暨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一年級 107****8 石○岑

74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二年級 106****6 張○豐

75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三年級 105****6 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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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二年級 106****8 蔡○妤

77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二年級 106****0 陳○均

78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三年級 105****3 吳○茵

79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四年級 104****9 許○儀

80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三年級 105****3 林○慧

81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二年級 106****1 許○倫

82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四年級 104****9 李○甄

83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二年級 106****8 周○瑄

84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三年級 105****5 詹○筠

85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四年級 104****9 林○蓁

86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二年級 106****8 黃○華

87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四年級 104****2 彭○雯

88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一年級 107****8 劉○霖

89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一年級 107****7 黃○嘉

90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四年級 104****1 趙○渝

91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一年級 107****4 張○慈

92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一年級 107****2 李○境

93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一年級 107****6 邱○凱

94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碩士班 二年級 106****2 彭○昱

95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一年級 107****1 徐○珊

96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一年級 107****3 林○宏

97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一年級 107****1 辜○宏

98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一年級 107****6 廖○琪

99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四年級 104****3 陳○宇

100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一年級 107****9 劉○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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