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有問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宿舍辦公室05-2263411 
轉分機 男舍6111  女舍7110
PS：為考量僑外生報到變數較大，寢室、床號不另公告
，請於9/9日報到日至現場查詢。

學號 姓名 系級

1074241 盧○新 中國文學系

1074242 古○嬿 中國文學系

1074243 沈○欣 中國文學系

1074244 中國文學系

1074245 楊○傑 中國文學系

1074247 徐○妤 中國文學系

1074248 許○瑄 中國文學系

1074249 王○勛 中國文學系

1074250 何○靜 中國文學系

1074251 李○謙 中國文學系

1074253 林○凱 中國文學系

1074254 張○卉 中國文學系

1074255 許○瑄 中國文學系

1074257 嚴○妤 中國文學系

1074258 劉○桐 中國文學系

1074259 王○暄 中國文學系

1074260 丁○鈺 中國文學系

1074261 游○頡 中國文學系

1074262 巫○航 中國文學系

1074263 陳○彥 中國文學系

1074264 劉○羚 中國文學系

1074265 邱○琪 中國文學系

1074266 韓○恩 中國文學系

1074267 曾○婷 中國文學系

1074268 洪○承 中國文學系

1074269 陳○茹 中國文學系

1074270 游○欣 中國文學系

1074271 黃○珺 中國文學系

1074272 洪○閔 中國文學系

1074274 沈○翔 中國文學系

1074275 郭○綺 中國文學系

1074276 張○淇 中國文學系

107學年度民雄校區學生宿舍新生可住宿名單
請使用Ctrl+F搜尋



1074277 吳○綺 中國文學系

1074278 黃○程 中國文學系

1074280 朱○嫻 中國文學系

1074281 彭○儀 中國文學系

1074282 沈○蓁 中國文學系

1074283 潘○瑄 中國文學系

1074284 中國文學系

1074285 謝○庭 中國文學系

1074286 梁○瑀 中國文學系

1074287 潘○如 中國文學系

1074288 孫○柔 中國文學系

1074289 李○瑾 中國文學系

1074290 林○如 中國文學系

1074291 李○蓁 中國文學系

1074292 尹○華 中國文學系

1074296 蔡○怡 中國文學系

1073897 洪○昊 外國語言學系

1073898 曹○元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01 曾○祥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04 林○輝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07 詹○翔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08 李○毅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11 吳○信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12 陳○志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13 葉○楠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14 曾○峰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15 黃○嘉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22 李○家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26 張○仁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29 趙○侑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37 連○祥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38 鍾○丞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63 王○文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66 吳○霖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72 張○貿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73 許○嘉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74 黃○皓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78 歐○睿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82 謝○承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87 曾○翔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88 林○篁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97 林○辰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98 曾○源 外國語言學系

1074008 羅○揚 外國語言學系

1074010 郭○瑋 外國語言學系

1074013 佘○唯 外國語言學系

1073961 黃○詞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62 吳○盈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64 朱○綺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65 吳○儒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67 李○潔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68 周○儒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69 林○慈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70 洪○千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71 徐○筠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75 黃○頻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76 趙○祺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77 劉○馨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79 潘○儀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80 蔡○玲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81 鄭○雯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83 簡○蓁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85 張○文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89 何○芊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90 鄭○潔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92 蔡○婷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93 陳○榆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94 蕭○彤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96 薛○瑜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999 呂○耘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0 吳○瑄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1 王○欣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2 鄭○玲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3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5 邱○心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6 鄭○婕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7 彭○婷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4009 劉○瑄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73891 李○芸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892 陳○卉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893 沈○妘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894 陳○笙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895 蔡○宸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896 楊○瑜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00 傅○云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02 謝○芳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03 李○萱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05 鄭○予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06 蔡○庭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16 林○萱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17 盧○妤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18 黃○汝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19 賴○潔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20 林○馨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21 張○瑜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23 林○臻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24 梁○婷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25 謝○家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28 王○蒨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0 戴○瑩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1 盧○璘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2 詹○葳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3 陳○妤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4 包○彤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5 洪○庭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6 龔○婷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39 張○涵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40 戴○庭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73942 M○ggie Valencia 外國語言學系應外組

1063709 黃○瑛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1 涂○憲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2 楊○瑄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3 黃○瑜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4 涂○璇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5 林○澤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6 王○娟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7 王○涵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8 吳○玲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19 呂○恩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0 巫○琪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1 林○羽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2 林○霈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3 林○庭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4 洪○琪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5 洪○恬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6 徐○遙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7 翁○涵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8 張○偉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29 許○芸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0 許○芸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1 連○君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2 陳○嘉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3 陳○臻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4 陳○瑜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5 陳○遵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6 黃○宣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7 黃○慧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8 葉○青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39 董○慧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0 詹○童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1 劉○瑋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2 劉○樺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3 劉○澐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4 歐○彤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5 簡○庭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6 王○均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7 鍾○霈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8 施○芸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49 潘○安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0 黃○珊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1 羅○羽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2 洪○玲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3 劉○廷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5 林○欣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6 陳○涵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7 呂○儒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8 王○尹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59 張○忻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60 駱○宏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61 鄧○欣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62 關○穎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63 鄧○霖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65 Y○p Wen Yi 幼兒教育學系

1073666 l○e jia en 幼兒教育學系

1074171 劉○名 音樂學系

1074173 吳○妮 音樂學系

1074174 林○儀 音樂學系

1074175 林○峰 音樂學系

1074176 林○雯 音樂學系

1074177 施○琬 音樂學系

1074178 柳○○恩 音樂學系

1074179 洪○騏 音樂學系

1074180 胡○昀 音樂學系

1074181 徐○涵 音樂學系

1074182 陳○言 音樂學系

1074183 陳○雯 音樂學系

1074184 傅○祥 音樂學系

1074185 彭○嘉 音樂學系

1074186 黃○禎 音樂學系

1074188 劉○賢 音樂學系

1074189 劉○麟 音樂學系

1074191 歐○萱 音樂學系

1074192 蔡○音 音樂學系

1074193 蔡○蓁 音樂學系

1074194 鄭○芯 音樂學系

1074195 謝○緹 音樂學系

1074196 羅○祺 音樂學系

1074197 張○廷 音樂學系

1074200 鄭○瑜 音樂學系

1074201 張○瑩 音樂學系

1074202 洪○云 音樂學系

1074203 陳○筑 音樂學系

1074204 張○淇 音樂學系

1074205 鍾○朋 音樂學系

1074209 施○妤 音樂學系



1074210 音樂學系

1074211 蘇○玲 音樂學系

1074212 廖○淋 音樂學系

1074213 吳○隆 音樂學系

1074214 陳○如 音樂學系

1074215 林○余 音樂學系

1074216 黃○宇 音樂學系

1074217 管○舟 音樂學系

1074219 賴○菁 音樂學系

1074220 謝○羚 音樂學系

1074221 袁○文 音樂學系

1074222 陳○欣 音樂學系

1073541 嚴○妤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2 洪○萱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3 高○倫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4 王○安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5 許○音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6 許○玲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7 曾○鈺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8 王○鈞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49 何○臻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0 李○帆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1 林○欣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2 林○均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3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4 莊○靜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5 陳○宜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6 黃○琁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7 葉○萱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8 鄭○格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59 謝○玲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0 黃○翔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1 陳○君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2 劉○宏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3 葉○頡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4 簡○呈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5 蔡○閔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7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8 黃○筠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69 簡○芳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0 李○妅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1 廖○呈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2 吳○珈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3 蔡○樺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4 何○姍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6 余○嫣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7 陳○潔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8 許○涵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79 鄭○瀚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80 何○涵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81 吳○涵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82 王○傑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83 陳○堯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84 羅○宁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85 陳○曦 特殊教育學系

1073586 林○冰 特殊教育學系

1073471 陳○年 教育學系

1073472 曾○玲 教育學系

1073473 張○瑄 教育學系

1073474 許○鵑 教育學系

1073475 許○瑜 教育學系

1073476 邱○聰 教育學系

1073477 教育學系

1073478 王○暄 教育學系

1073479 沈○霈 教育學系

1073480 林○陞 教育學系

1073481 林○妤 教育學系

1073482 林○和 教育學系

1073483 邱○瑜 教育學系

1073484 聞○妤 教育學系

1073485 趙○儀 教育學系

1073486 盧○文 教育學系

1073487 謝○彤 教育學系

1073489 林○凱 教育學系

1073490 方○琇 教育學系

1073491 黃○毓 教育學系

1073492 郭○棕 教育學系

1073493 陳○宜 教育學系



1073494 吳○甄 教育學系

1073495 彭○筑 教育學系

1073496 王○群 教育學系

1073497 吳○珩 教育學系

1073498 洪○翔 教育學系

1073499 周○珣 教育學系

1073501 王○絜 教育學系

1073503 魏○圃 教育學系

1073504 蔡○妤 教育學系

1073505 黃○茵 教育學系

1073506 趙○誼 教育學系

1073507 廖○淳 教育學系

1073508 傅○寧 教育學系

1073509 許○鈞 教育學系

1073510 黃○芫 教育學系

1073511 曾○茵 教育學系

1073512 李○濤 教育學系

1070812 D○di Candra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班

1070813 R○MI A SINAGA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班

1074101 蔡○庭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2 林○容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3 鄭○芸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4 楊○穎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5 葉○妤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6 王○琇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7 任○綾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8 朱○均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09 何○倫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0 吳○涵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1 吳○瑜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2 吳○萱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3 李○蓉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4 卓○岳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5 洪○荃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6 張○裔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7 張○惠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8 莊○筠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19 許○緹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0 詹○云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1 蔡○霖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2 鄭○涵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3 鄭○縯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4 戴○君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5 謝○蓁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6 梁○庭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7 楊○筑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28 傅○城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0 范○○映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1 夏○真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2 郭○茹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3 吳○玫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4 張○棋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5 陳○辰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6 劉○雯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7 賴○麟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8 傅○倫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39 彭○晴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42 陳○祺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43 沈○嬬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44 蔡○穎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45 鄭○萱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46 張○晴 視覺藝術學系

1074147 周○韻 視覺藝術學系

1070900 J○hson Kek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1073736 吳○婷 輔導與諮商科系

1073681 郭○心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2 徐○卉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3 張○綺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4 馮○妍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5 呂○潔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6 鄭○志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7 李○昕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8 李○溦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89 王○穎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0 王○晨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1 朱○瑜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2 吳○慧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3 卓○育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4 林○源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5 邱○嘉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6 邱○嘉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7 姚○翊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8 張○齊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699 許○瑄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0 陳○錞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1 陳○謙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2 陳○萱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3 陳○均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4 陳○婷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5 黃○萸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6 黃○柏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7 楊○汝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8 鄭○恬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09 鄭○宸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0 駱○蓉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1 謝○樺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3 鄭○文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4 李○豪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5 梁○堯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6 洪○惠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7 郭○恩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8 黃○旭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19 楊○賢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0 胡○安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1 王○慈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2 江○欣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3 陳○維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4 王○祐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5 洪○震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7 侯○羽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8 吳○澤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29 邱○儒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0 洪○瀚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1 龔○芬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2 張○恩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3 謝○霖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4 張○婷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5 邱○文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7 張○鎬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738 林○昕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73821 黃○欣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2 蔡○涵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3 林○育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4 黃○琦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5 徐○慈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6 陳○碩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7 陳○妤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8 曾○鈞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29 李○珊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0 毛○喬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1 王○綾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2 王○懿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3 吳○恩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4 李○樺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5 沈○荏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6 林○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7 林○樺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8 邵○恆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39 張○誠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0 莊○斌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1 許○瑜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3 許○程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4 郭○云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5 陳○予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6 陳○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7 曾○桓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8 黃○沛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49 黃○晴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0 蔡○諺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1 蔡○軒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2 鍾○汶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3 汪○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4 鄭○瑜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5 梁○傑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7 林○寬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8 陳○杰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59 鍾○君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0 陳○芊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1 趙○佑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2 宋○穎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3 紀○翔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5 邱○慈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6 曾○涵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7 郭○修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3868 謝○霞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1074031 王○宇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2 林○宇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3 楊○宇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4 吳○萱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5 張○恩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6 詹○妮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7 范○○瑜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8 陳○心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39 陳○萱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0 吳○祐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1 伍○廣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2 何○蓉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3 林○鈞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4 高○駿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5 張○源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6 郭○錞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7 陳○瑋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8 陳○軒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49 楊○丞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0 簡○育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1 林○竣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2 楊○絜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3 廖○朋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4 林○儒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5 鄭○寧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6 鄧○昊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58 黃○邦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0 陳○宙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1 張○瑋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2 卓○豪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3 賴○任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4 鄒○欣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7 張○文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8 余○宸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69 林○璇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0 林○汝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1 詹○錡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2 吳○珍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3 韓○恩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4 林○洋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5 許○禎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6 徐○珍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7 尤○洋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8 林○丞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79 黃○進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80 蔡○庭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81 陳○司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82 鄭○聰 應用歷史學系

1074083 秦○琪 應用歷史學系

1073751 梅○惟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52 王○琦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53 王○恩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54 田○宇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55 吳○騰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56 周○鼎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57 范○威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59 高○芳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0 張○哲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1 陳○真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2 傅○文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3 曾○羚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4 黃○評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5 楊○軒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6 楊○蓁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7 詹○羽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68 黎○涵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0 施○勳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1 何○佑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2 吳○翰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3 王○隆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4 林○芳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6 林○洲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7 鄧○輿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8 曾○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79 林○伶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0 饒○琳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1 邱○暢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2 陳○勳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3 林○凱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4 楊○霖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5 歐○湘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6 黃○淋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7 許○裕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8 陳○仲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89 于○雅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0 黃○慶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1 張○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3 陳○成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4 楊○暵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5 王○涵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6 李○廷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7 徐○昇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8 詹○宇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799 張○元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800 陳○甫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801 鄭○哲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73802 王○智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