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延修 1051A1025 黎○亨 機械延修 1051C1032 曾○榮
機械三乙 107141083 葉○龍 機械四甲 106141007 陳○廷
電機四甲 106142008 王○閎 機械四甲 106141011 楊○泰
電子延修 103143094 江○均 機械四甲 106141016 莊○誠
電子四甲 106143016 黃○翰 電子延修 105143061 陳○齊
電子四甲 106143033 昌○州 航電延修 10524C109 陳○寰
企管三甲 107147001 廖○維 航管延修 10424C048 臧○運
企管三甲 107147006 黃○倫 資管四甲 10614D013 紀○瀅
企管三甲 107147014 許○芸 食科延修 10514F023 翁○洲
企管三甲 107147017 高○帆 食科延修 10514F037 許○軒
企管三甲 1071A7005 謝○哲 食科四乙 10614F016 許○淇
資管延修 10514D022 黃○彬 食科四甲 10614F018 謝○蓁
資管延修 10514D030 林○頤 食科四甲 10614F024 高○君
食科四乙 10614F057 賀○婷 食科四甲 10614V042 巫○慧
食科四乙 10614F058 楊○津 生技延修 10514H019 蕭○哲
食科四乙 10614F063 郭○淳 生技四甲 10614H063 林○陵
食科三乙 10714F075 龔○鈞 生技三甲 10714H047 梁○琪
生技四甲 10614H042 許○希 生技三甲 10714H054 林○昱
生技四甲 10614H057 陳○雅 餐飲延修 10514I136 陳○羽
生技三甲 10714H007 林○成 餐飲延修 10514I145 張○衡
商務四甲 10614K011 楊○澂 餐飲三乙 10714I049 楊○全
文創四甲 106147028 吳○壎 商務三甲 10714K016 詹○慧
文創四甲 10614X008 趙○涵 建築延修 103146032 張○育
文創四甲 10614X025 林○原 建築延修 10314V044 劉○霆
文創四甲 10614X048 彭○雅 建築延修 10514V077 邱○雅
文創四甲 10614X050 李○緯 建築延修 10514V097 詹○傑

文創延修 10414X006 黃○雅
文創延修 10514D036 宋○頡
文創三甲 10714X013 張○語
文創三甲 10714X044 王○瑭
商務三甲 10714K005 劉○誠
商務三甲 10714K010 闕○修
商務三甲 10714K017 簡○霖
商務三甲 10714K021 黃○銓

1.  10/27 10:30考試 2.  10/27 13:30考試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四乙 106141057 陳○翰 機械三乙 10714V043 王○凱
機械四乙 106141080 柯○甫 企管延修 104147016 黃○婷
機械四乙 106141084 黃○定 資管延修 10414D093 許○豪
機械三乙 107141078 許○麟 資工延修 10214E067 陳○凱
機械三乙 107141094 謝○樺 食科四甲 10614F020 賴○榛
電機延修 105142054 蔡○樵 生技四甲 106143004 林○稜
電機延修 105142055 莊○凱 生技四甲 10614H007 蔡○君
電機四甲 106142011 許○舜 生技四甲 10614H022 邱○勳
電機四甲 106142012 鄭○德 生技三甲 10714H001 蔣○寬
電機四甲 106143021 張○盛 生技三甲 10714H004 高○涵
電子三甲 107143014 魏○宏 生技三甲 10714H069 官○而
資管延修 10314D031 王○傑 生技三甲 10714H075 周○燕
食科延修 10414F110 林○麗 觀旅三甲 10714U011 林○俊
食科四乙 10614F074 陳○諺 建築四乙 10614V072 延○賢
生技三甲 10714H018 廖○恩 建築四乙 10614V074 陳○惠
餐飲三乙 10714I026 林○宏 建築四乙 10614V075 劉○芬
餐飲三乙 10714I028 陳○翔 遊戲延修 10514W042 簡○逸
 國企延 10414K018 黃○耀 文創三甲 10714X049 高○慈

建築延修 10514V029 陳○宏
文創三甲 10714H026 林○翔
文創三甲 10714X006 陳○佑
文創三甲 10714X010 張○傑
文創三甲 10714X028 沈○霖
文創三甲 10714X045 張○文
文創三甲 10714X048 羅○○豫
文創三甲 1071AD024 劉○綸

4.  10/29 13:30考試3.  10/29 10:30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