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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材料應用科技組 106101112 陳O杰 掛號號碼00417522601678

2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材料應用科技組 107101106 林O軒 掛號號碼00417622601678

3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材料應用科技組 107101128 楊O守 掛號號碼00417722601678

4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材料應用科技組 107101140 蔡O哲 掛號號碼00417822601678

5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材料應用科技組 107101145 林O欣 掛號號碼00417922601678

6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織品服裝設計組 107101205 王O萱 掛號號碼00418022601678

7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織品服裝設計組 107101237 鄭O婕 掛號號碼00418122601678

8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織品服裝設計組 107101254 吳O蓁 掛號號碼00418222601678

9 日間部四技材料與纖維系 織品服裝設計組 107101260 李O澄 掛號號碼00418322601678

10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109 鄭O帆 掛號號碼00418422601678

11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128 王O文 掛號號碼00418522601678

12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132 楊O佳 掛號號碼00418622601678

13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156 張O源 掛號號碼00418722601678

14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205 吳O漢 掛號號碼00418822601678

15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213 黎O文 掛號號碼00418922601678

16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214 李O樺 掛號號碼00419022601678

17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223 蕭O中 掛號號碼00419122601678

18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2239 馬O億 掛號號碼00419222601678

19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01 熊O傑 掛號號碼00419322601678

20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02 沈O文 掛號號碼00419422601678

21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05 李O豪 掛號號碼00419522601678

22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06 林O本 掛號號碼00419622601678

23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13 江O堂 掛號號碼00419722601678

24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17 張O桓 掛號號碼00419822601678

25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23 陳O樺 掛號號碼00419922601678

26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24 張O辰 掛號號碼00420022601678

27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28 李O軒 掛號號碼00420122601678

28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35 林O嶸 掛號號碼00420222601678

29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43 曾O翰 掛號號碼00420322601678

30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50 楊O發 掛號號碼004204226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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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55 林O琛 掛號號碼00420522601678

32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汽車組 107102357 葉O澄 掛號號碼00420622601678

33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3211 李O銘 掛號號碼00420722601678

34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3219 秦O淵 掛號號碼00420822601678

35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3225 羅O甫 掛號號碼00420922601678

36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3235 劉O伸 掛號號碼00421022601678

37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3247 楊O毅 掛號號碼00421122601678

38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3253 黃O祺 掛號號碼00421222601678

39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3307 李O耀 掛號號碼00421322601678

40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102 李O勳 掛號號碼00421422601678

41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116 呂O麒 掛號號碼00421522601678

42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145 王O量 掛號號碼00421622601678

43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205 林O志 掛號號碼00421722601678

44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211 李O穎 掛號號碼00421822601678

45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215 宮O澤 掛號號碼00421922601678

46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222 林O煬 掛號號碼00422022601678

47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223 周O峰 掛號號碼00422122601678

48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250 曹O帆 掛號號碼00422222601678

49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301 蘇O丞 掛號號碼00422322601678

50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307 林O榮 掛號號碼00422422601678

51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311 詹O濬 掛號號碼00422522601678

52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317 王O可 掛號號碼00422622601678

53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337 張O濬 掛號號碼00422722601678

54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340 林O堯 掛號號碼00422822601678

55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4351 林O瑋 掛號號碼00422922601678

56 日間部四技工業管理系 不分組 107105147 甘O勛 掛號號碼00423022601678

57 日間部四技工業管理系 不分組 107105202 胡O軒 掛號號碼00423122601678

58 日間部四技工業管理系 不分組 107105203 陳O妮 掛號號碼00423222601678

59 日間部四技工業管理系 不分組 107105217 李O佑 掛號號碼00423322601678

60 日間部四技工業管理系 不分組 107105244 簡O雅 掛號號碼004234226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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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05 林O傑 掛號號碼00423522601678

62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06 林O佑 掛號號碼00423622601678

63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07 林O呈 掛號號碼00423722601678

64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09 詹O文 掛號號碼00423822601678

65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14 廖O雯 掛號號碼00423922601678

66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17 張O耘 掛號號碼00424022601678

67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23 陳O涵 掛號號碼00424122601678

68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27 林O諭 掛號號碼00424222601678

69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33 蔡O靖 掛號號碼00424322601678

70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38 陳O珺 掛號號碼00424422601678

71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44 郭O辰 掛號號碼00424522601678

72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148 吳O聞 掛號號碼00424622601678

73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11219 張O賜 掛號號碼00424722601678

74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03 陸O恩 掛號號碼00424822601678

75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07 林O筠 掛號號碼00424922601678

76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08 蕭O恩 掛號號碼00425022601678

77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10 賴O君 掛號號碼00869122601678

78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21 成O 掛號號碼00869222601678

79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23 鄭O諠 掛號號碼00869322601678

80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31 蘇O稼 掛號號碼00869422601678

81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34 何O暄 掛號號碼00869522601678

82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41 高O渝 掛號號碼00869622601678

83 日間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 不分組 107107248 朱O瑄 掛號號碼00869722601678

84 日間部四技通訊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9132 賴O慈 掛號號碼00869822601678

85 日間部四技通訊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9136 賴O珊 掛號號碼00869922601678

86 日間部四技通訊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9144 陳O宏 掛號號碼00870022601678

87 日間部四技通訊工程系 不分組 107109214 魏O均 掛號號碼00870122601678

88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6110105 常O幀 掛號號碼00870222601678

89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106 謝O均 掛號號碼00870322601678

90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122 林O吟 掛號號碼008704226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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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142 李O軒 掛號號碼00870522601678

92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143 吳O唐 掛號號碼00870622601678

93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144 王O文 掛號號碼00870722601678

94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203 林O萱 掛號號碼00870822601678

95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215 周O慈 掛號號碼00870922601678

96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216 李O璇 掛號號碼00871022601678

97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227 許O玲 掛號號碼00871122601678

98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232 林O如 掛號號碼00871222601678

99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0242 詹O翎 掛號號碼00871322601678

100 日間部四技資訊管理系 不分組 106111143 魏O良 掛號號碼00871422601678

101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01 陳O瑋 掛號號碼00871522601678

102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06 陳O均 掛號號碼00871622601678

103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07 張O詠 掛號號碼00871722601678

104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17 鄭O辰 掛號號碼00871822601678

105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20 洪O涵 掛號號碼00871922601678

106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24 張O豪 掛號號碼00872022601678

107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26 劉O妤 掛號號碼00872122601678

108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29 曾O翔 掛號號碼00872222601678

109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38 蔡O芳 掛號號碼00872322601678

110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40 盧O丞 掛號號碼00872422601678

111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43 黃O程 掛號號碼00872522601678

112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146 許O婷 掛號號碼00872622601678

113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214 林O貞 掛號號碼00872722601678

114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218 蕭O綺 掛號號碼00872822601678

115 日間部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不分組 107112235 高O鎂 掛號號碼00872922601678

116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不分組 109208102 張O沄 掛號號碼00873022601678

117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不分組 109208107 吳O婷 掛號號碼00873122601678

118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不分組 109208134 陳O云 掛號號碼00873222601678

119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不分組 109208140 康O芸 掛號號碼00873322601678

120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不分組 109208145 沈O恩 掛號號碼008734226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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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不分組 109208229 蔡O珊 掛號號碼008735226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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