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制 系所 年級 學號 姓名 宿舍

大學部 財金系    3 1004707 陳儀軒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外語系    2 1014129 沈筱芸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生管系    2 1014456 馬國馨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生管系    2 1014476 劉毓婷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財金系    2 1014746 黃雅琳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木設系    1 1022251 爐婉寧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木設系    1 1022252 楊淼涵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生管系    1 1024407 孫洹榛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生管系    1 1024410 林亭妤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食科系    3 1006713 江佩欣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體健休系 3 1006840 曾茗靖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生管系    3 1006939 陳頤瑄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企管系    3 1007143 蔡佳珊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生管系    2 1017523 張惟淳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企管系    2 1017637 劉淑君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企管系    2 1017658 劉珮嫺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財金系    2 1017750 董昱函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園藝系    1 1026734 林琬珊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木設系    1 1026832 黃詣芳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生管系    1 1027431 王韻筑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中文系    1 1027713 李薇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進學班 中文系    1 1027736 王思菁 進德樓雙人房女生

大學部 生農系    3 1002446 徐國銓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機械系    3 1003118 張銘誠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機械系    3 1003129 蔡慶鴻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食科系    3 1003224 鄭玉松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企管系    3 1004904 郭浩榮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獸醫系    3 1012372 黃胤銓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電物系    1 1022748 任子銓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資管系    1 1024594 沈維新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大學部 資管系    1 1024610 賀善平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園藝系    2 1016750 翁詩堯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生管系    2 1017536 林哲宇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園藝系    1 1026705 魏宏洲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園藝系    1 1026724 郭朕廷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生機系    1 1027122 曾柏穎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生機系    1 1027136 鐘柏傑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生機系    1 1027143 吳閔舜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生機系    1 1027144 尤世鋒 進德樓雙人房男生

進學班 食科系    2 1017302 徐譽倫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食科系    2 1017331 蔡任薰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食科系    2 1017341 黃琬琇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生管系    2 1017532 鄭鈺潔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生管系    2 1017533 戴妙珊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生管系    2 1017546 王涵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企管系    2 1017626 段吟幸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動科系    1 1026909 吳佳蓉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動科系    1 1026911 溫敬慈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動科系    1 1026936 黃怡嘉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生管系    1 1027402 陳韋君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企管系    1 1027524 吳孟蓉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財金系    1 1027616 莊慧柔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財金系    1 1027621 吳采叡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財金系    1 1027640 林蕙瑛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中文系    1 1027712 侯吟錚 進德樓四人房女生

進學班 體健休系 3 1006821 黃培淵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進學班 體健休系 3 1006830 黎柏宏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進學班 體健休系 3 1006838 周聖哲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進學班 木設系    2 1016809 陳麟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進學班 土木系    2 1017026 吳彥寬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進學班 土木系    2 1017029 張乃文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進學班 土木系    2 1017047 許尚閔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進學班 體健休系 1 1027321 黃資閔 進德樓四人房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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