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齋別 寢室房號  學號  學生姓名  系所

仁 101-2 M110**008 陳O勳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仁 102-2 M110**003 陳O仁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仁 103-2 B110**045 蕭O閎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103-3 B110**041 詹O傑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03-4 B110**011 邱O諭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04-1 B110**045 黃O恩 農園生產系

仁 104-2 B110**065 歐O亨 機械工程系

仁 104-3 B110**104 黃O瑋 機械工程系

仁 104-4 B110**058 粘O鈞 農園生產系

仁 105-1 B110**015 蘇O軒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105-4 B110**073 趙O成 工業管理系

仁 106-1 B110**060 許O維 車輛工程系

仁 106-2 B110**008 林O辰 車輛工程系

仁 106-3 B110**081 于O言 機械工程系

仁 106-4 B110**017 李O恩 機械工程系

仁 107-2 B110**040 白O嘉 資訊管理系

仁 107-3 B110**024 林O頡 農企業管理系

仁 107-4 B110**008 陳O朋 農企業管理系

仁 108-2 B110**078 游O易 農園生產系

仁 108-3 B110**052 李O邵 企業管理系

仁 108-4 B110**073 蕭O澤 企業管理系

仁 109-1 B110**035 朱O毅 機械工程系

仁 109-2 B110**064 洪O誠 機械工程系

仁 109-3 B110**043 鄭O予 車輛工程系

仁 109-4 B110**051 蔣O翰 車輛工程系

仁 110-1 B110**031 吳O豐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10-2 B110**038 趙O爵 水產養殖系

仁 110-3 B110**018 高O凱 水產養殖系

仁 111-1 B110**053 黃O捷 車輛工程系

仁 111-2 B110**012 涂O瑋 車輛工程系

仁 111-3 B110**052 林O軒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11-4 B110**050 張O崴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12-1 B110**030 陳O瑒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12-2 B110**077 賴O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12-3 B110**029 陳O岳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112-4 B110**020 黃O全 生物機電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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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113-2 B110**013 張O樺 農園生產系

仁 113-4 B110**009 陳O睿 水產養殖系

仁 114-1 B110**062 姜O仁 水產養殖系

仁 114-3 B110**039 劉O炫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114-4 B110**037 陳O慎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115-1 B110**046 鄭O盛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115-2 B110**028 陳O嘉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115-3 B110**124 李O瑋 機械工程系

仁 115-4 B110**115 黃O維 機械工程系

仁 116-1 B110**028 詹O哲 機械工程系

仁 116-2 B110**116 黃O晉 機械工程系

仁 116-3 B110**072 官O丞 土木工程系

仁 116-4 B110**034 吳O軒 土木工程系

仁 117-2 B110**040 張O郁 土木工程系

仁 117-3 B110**092 王O程 機械工程系

仁 117-4 B110**071 吳O帆 機械工程系

仁 119-1 B110**053 林O佑 資訊管理系

仁 119-3 B110**094 黃O叡 企業管理系

仁 120-1 B110**053 陳O騏 社會工作系

仁 120-2 B110**052 吳O翰 資訊管理系

仁 120-3 B110**055 方O翔 資訊管理系

仁 121-1 B110**066 管O康 土木工程系

仁 121-2 B110**086 謝O暉 土木工程系

仁 121-3 B110**067 陳O易 車輛工程系

仁 121-4 B110**034 蔡O豪 車輛工程系

仁 122-1 B110**018 黃O泓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122-3 B110**029 羅O佑 機械工程系

仁 122-4 B110**047 陳O廷 機械工程系

仁 123-3 B110**041 施O修 水土保持系

仁 123-4 B110**065 洪O翊 農園生產系

仁 124-3 B110**152 蔡O洋 機械工程系

仁 125-1 B110**059 曾O程 車輛工程系

仁 125-2 B110**016 向O愷 生物科技系

仁 125-3 B110**005 鄭O仁 生物科技系

仁 126-2 B110**047 楊O 生物科技系

仁 126-3 B110**015 劉O翔 森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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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128-1 B110**032 黃O擇 車輛工程系

仁 128-2 B110**016 鄭O凱 車輛工程系

仁 128-3 B110**069 陳O捷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128-4 B110**055 鍾O傑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01-1 B110**010 曹O翔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01-2 B110**080 李O熹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01-3 B110**070 郭O佑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1-4 B110**013 李O軒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2-1 B110**007 李O軒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2-2 B110**069 陳O彰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2-3 B110**122 翁O傑 機械工程系

仁 202-4 B110**031 蔡O詮 機械工程系

仁 203-1 B110**042 陳O伸 機械工程系

仁 203-2 B110**019 吳O韓 機械工程系

仁 203-3 B110**080 黃O翔 土木工程系

仁 203-4 B110**030 賴O全 土木工程系

仁 204-1 B110**042 梁O仁 土木工程系

仁 204-2 B110**154 吳O飛 土木工程系

仁 204-3 B110**002 郭O廷 車輛工程系

仁 204-4 B110**018 王O彬 車輛工程系

仁 205-1 B110**062 陳O愷 車輛工程系

仁 205-2 B110**057 洪O喨 車輛工程系

仁 205-3 B110**003 吳O祥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05-4 B110**013 徐O禾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06-1 B110**073 陳O躍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06-2 B110**014 葉O丞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06-3 B110**012 朱O旭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6-4 B110**023 翁O緯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7-1 B110**068 趙O慶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7-2 B110**001 王O翰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07-3 B110**064 王O威 農園生產系

仁 207-4 B110**091 吳O遠 農園生產系

仁 208-1 B110**084 魏O晉 農園生產系

仁 208-2 B110**001 徐O佑 農園生產系

仁 208-3 B110**083 蘇O祐 機械工程系

仁 208-4 B110**102 吳O榮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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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209-1 B110**048 鄭O志 機械工程系

仁 209-2 B110**020 江O熙 機械工程系

仁 209-3 B110**079 高O豪 土木工程系

仁 209-4 B110**084 廖O廷 土木工程系

仁 210-1 B110**026 邱O彰 水產養殖系

仁 210-3 B110**030 顏O翊 水產養殖系

仁 211-1 B110**014 黃O興 土木工程系

仁 211-2 B110**044 洪O丞 土木工程系

仁 211-3 B110**005 黃O祐 車輛工程系

仁 211-4 B110**023 徐O杰 車輛工程系

仁 212-1 B110**052 劉O樺 車輛工程系

仁 212-2 B110**058 林O宇 車輛工程系

仁 212-3 B110**057 曾O睿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12-4 B110**047 許O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14-1 B110**030 薛O傑 機械工程系

仁 214-2 B110**088 粘O誠 農園生產系

仁 214-4 B110**066 謝O哲 農園生產系

仁 215-1 B110**027 蔡O翰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15-2 B110**039 林O峵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15-3 B110**005 徐O鎮 資訊管理系

仁 215-4 B110**051 林O進 資訊管理系

仁 216-1 B110**077 楊O民 土木工程系

仁 216-2 B110**044 吳O恆 食品科學系

仁 216-3 B110**007 張O承 食品科學系

仁 217-1 B110**046 席O杭 資訊管理系

仁 217-2 B110**018 郭O誠 資訊管理系

仁 217-3 B110**001 賴O桐 水產養殖系

仁 217-4 B110**045 陳O華 水產養殖系

仁 218-1 B110**012 王O翔 水產養殖系

仁 218-2 M110**012 李O明 水產養殖系

仁 218-3 B110**003 謝O陽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18-4 B110**008 吳O原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19-2 B110**097 周O有信 機械工程系

仁 220-2 B110**011 杜O家 資訊管理系

仁 221-1 B110**012 楊O閔 餐旅管理系

仁 221-3 B110**023 陳O凱 餐旅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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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221-4 B110**002 林O翔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223-1 B110**033 林O逸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23-2 B110**044 陳O閎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23-3 B110**082 謝O逸 農園生產系

仁 223-4 B110**014 吳O廷 農園生產系

仁 224-2 B110**069 盧O融 農園生產系

仁 224-3 B110**046 林O頡 水土保持系

仁 224-4 B110**048 陳O廷 食品科學系

仁 225-1 B110**059 林O佑 農園生產系

仁 225-2 B110**095 彭O祥 農園生產系

仁 225-3 B110**099 蔡O翰 機械工程系

仁 225-4 B110**098 洪O恩 機械工程系

仁 226-1 B110**007 徐O群 社會工作系

仁 226-4 B110**045 黃O庭 生物科技系

仁 227-1 B110**049 林O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27-2 B110**070 孫O瑋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仁 227-3 B110**075 卓O揚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仁 228-3 B110**037 黃O岩 生物科技系

仁 228-4 B110**042 張O皓 生物科技系

仁 229-1 B110**097 洪O佑 農園生產系

仁 229-2 B110**034 蔡O軒 農企業管理系

仁 229-4 B110**005 賴O發 農企業管理系

仁 230-2 B110**053 涂O瑋 農企業管理系

仁 230-3 B110**064 呂O爲 餐旅管理系

仁 230-4 B110**076 鄭O瑋 企業管理系

仁 231-2 B110**019 陳O安 森林系

仁 231-3 B110**032 王O閎 工業管理系

仁 231-4 B110**045 林O翔 工業管理系

仁 232-2 B110**006 林O翊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32-4 B110**007 侯O俊 植物醫學系

仁 233-1 B110**023 林O湟 食品科學系

仁 233-2 B110**027 康O鎧 企業管理系

仁 234-1 B110**080 陳O竣 機械工程系

仁 234-2 B110**001 余O夏 機械工程系

仁 234-3 B110**052 梁O愷 土木工程系

仁 234-4 B110**153 林O均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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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235-1 B110**007 林O宏 土木工程系

仁 235-2 B110**017 邱O軒 土木工程系

仁 235-3 B110**011 陳O成 車輛工程系

仁 235-4 B110**080 嚴O楷 車輛工程系

仁 236-1 B110**028 施O直 農企業管理系

仁 236-3 B110**034 李O穎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36-4 B110**040 侯O瀚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237-1 B110**024 花O晨 土木工程系

仁 237-2 B110**054 陳O穎 植物醫學系

仁 237-3 M110**002 林O樑 土木工程系

仁 237-4 B110**048 簡O堯 植物醫學系

仁 238-1 B110**068 蔡O安 車輛工程系

仁 238-2 B110**040 陳O祥 車輛工程系

仁 238-3 B110**085 王O頡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38-4 B110**026 王O傑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239-1 B110**041 吳O程 農園生產系

仁 239-2 B110**009 洪O修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239-3 B110**016 張O蕓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301-2 B110**044 謝O勳 餐旅管理系

仁 301-3 B110**054 陳O晏 水土保持系

仁 301-4 B110**023 謝O蒝 水土保持系

仁 302-3 B110**046 陳O詳 植物醫學系

仁 302-4 B110**026 陳O聖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303-1 B110**024 逄O慶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303-3 B110**059 張O誌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仁 304-1 B110**068 劉O寬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04-2 B110**058 林O翔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04-3 B110**041 謝O丞 資訊管理系

仁 304-4 B110**047 賴O德 資訊管理系

仁 305-1 B110**038 陳O祐 農園生產系

仁 306-1 B110**017 邱O仁 資訊管理系

仁 306-2 B110**033 陳O曄 資訊管理系

仁 306-3 B110**085 吳O佑 企業管理系

仁 306-4 B110**012 林O豪 企業管理系

仁 307-1 B110**045 劉O琛 企業管理系

仁 307-2 B110**047 曾O弦 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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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307-3 B110**049 吳O勳 水產養殖系

仁 307-4 B110**047 彭O翔 水產養殖系

仁 308-1 B110**058 楊O翰 水產養殖系

仁 308-3 B110**009 李O澤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08-4 B110**150 陳O儒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09-1 B110**059 林O志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09-2 B110**064 郭O杰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09-3 B110**031 呂O頡 農園生產系

仁 309-4 B110**056 劉O芫 農園生產系

仁 310-1 B110**063 鍾O吉 農園生產系

仁 310-2 B110**152 吳O詰 農園生產系

仁 310-3 B110**015 戴O鈞 機械工程系

仁 310-4 B110**110 曾O修 機械工程系

仁 311-1 B110**053 蘇O漢 機械工程系

仁 311-2 B110**014 陳O元 機械工程系

仁 311-3 B110**004 許O綸 土木工程系

仁 311-4 B110**064 葉O成 土木工程系

仁 312-1 B110**057 蘇O昀 土木工程系

仁 312-2 B110**157 許O興 土木工程系

仁 312-3 B110**074 郭O源 車輛工程系

仁 312-4 B110**007 施O宇 車輛工程系

仁 313-1 B110**047 李O辰 車輛工程系

仁 313-2 B110**055 羅O凱 車輛工程系

仁 313-3 B110**023 劉O峻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13-4 B110**089 盧O慶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14-1 B110**024 李O樺 農園生產系

仁 314-3 B110**059 傅O淵 資訊管理系

仁 314-4 B110**035 林O賢 資訊管理系

仁 315-1 B110**159 詹O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15-2 B110**084 陳O彣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15-3 B110**025 陳O霖 農企業管理系

仁 315-4 B110**027 沈O州 農企業管理系

仁 316-1 B110**025 楊O綸 工業管理系

仁 317-1 B110**013 葉O凱 農企業管理系

仁 317-2 B110**032 顏O疄 農企業管理系

仁 317-3 B110**042 劉O丞 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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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317-4 B110**004 鍾O宸 資訊管理系

仁 319-3 B110**053 葉O安 水土保持系

仁 320-1 B110**058 林O佑 資訊管理系

仁 320-2 B110**006 王O霖 資訊管理系

仁 320-3 B110**010 賴O璋 企業管理系

仁 320-4 B110**035 王O鈞 企業管理系

仁 321-2 B110**095 陳O平 企業管理系

仁 321-3 B110**017 沈O均 企業管理系

仁 321-4 B110**007 謝O軒 水產養殖系

仁 323-2 B110**037 李O峻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23-3 B110**010 林O郁 森林系

仁 323-4 B110**025 陳O茂 森林系

仁 324-1 B110**011 陳O揚 社會工作系

仁 324-2 B110**051 陳O廷 生物科技系

仁 324-3 B110**030 彭O廷 生物科技系

仁 325-1 B110**046 賴O龍 企業管理系

仁 325-2 B110**069 黃O瑋 企業管理系

仁 325-4 B110**043 黃O宸 食品科學系

仁 326-1 B110**035 凌O詳 農企業管理系

仁 326-4 B110**022 楊O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27-3 B110**019 陳O賢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27-4 B110**044 陳O全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28-1 B110**039 馬O皓 水產養殖系

仁 328-2 B110**021 劉O臺 水產養殖系

仁 328-3 B110**032 傅O晟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28-4 B110**002 邱O恩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29-1 B110**059 梁O彬 餐旅管理系

仁 329-2 B110**055 王O宸 餐旅管理系

仁 330-1 B110**005 何O運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30-2 B110**065 鄭O偉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330-3 B110**089 林O霖 農園生產系

仁 330-4 B110**075 胡O興 農園生產系

仁 331-1 B110**079 林O愷 農園生產系

仁 331-2 B110**019 林O瑋 農園生產系

仁 331-3 B110**038 葉O安 機械工程系

仁 331-4 B110**033 王O聖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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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332-1 B110**023 胡O安 機械工程系

仁 332-2 B110**007 林O宸 機械工程系

仁 332-3 B110**056 黃O霖 食品科學系

仁 332-4 B110**040 梁O閎 食品科學系

仁 333-1 B110**028 哖O廷 食品科學系

仁 333-2 B110**035 廖O威 食品科學系

仁 333-3 B110**151 王O人 森林系

仁 333-4 B110**041 蔡O奕 森林系

仁 334-1 B110**016 林O穎 森林系

仁 334-2 B110**003 顏O德 森林系

仁 334-3 B110**028 楊O奕 工業管理系

仁 334-4 B110**060 陳O愷 工業管理系

仁 335-1 B110**066 許O瑋 餐旅管理系

仁 335-2 B110**039 楊O皓 餐旅管理系

仁 336-1 B110**054 段O楊 工業管理系

仁 336-2 B110**084 陳O恩 工業管理系

仁 336-3 B110**017 廖O賢 植物醫學系

仁 336-4 B110**051 謝O丞 植物醫學系

仁 337-1 B110**099 洪O任 食品科學系

仁 337-2 B110**074 葉O晉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337-3 B110**075 呂O翰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01-3 B110**007 楊O翔 生物科技系

仁 401-4 B110**032 陳O利 生物科技系

仁 403-1 K110**001 吳O修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03-2 K110**015 楊O勳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03-3 B110**006 易O傑 獸醫學系

仁 403-4 B110**059 樓O南 獸醫學系

仁 404-1 B110**023 黃O桓 獸醫學系

仁 404-2 B110**020 陳O丞 獸醫學系

仁 404-3 K110**004 王O緯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04-4 K110**002 蔡O孟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05-1 K110**024 杜O諺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05-2 K110**006 陳O綸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05-3 B110**063 廖O愷 獸醫學系

仁 405-4 K110**031 曾O傑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06-1 B110**015 林O甫 植物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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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406-2 B110**027 劉O宏 工業管理系

仁 406-3 B110**064 吳O臻 工業管理系

仁 407-2 B110**057 黃O威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仁 407-3 B110**060 彭O杰 農園生產系

仁 407-4 B110**094 蔡O樺 農園生產系

仁 408-2 B110**063 許O德 企業管理系

仁 408-4 B110**021 顏O成 企業管理系

仁 409-1 B110**028 陳O文 車輛工程系

仁 409-2 B110**044 高O泰 車輛工程系

仁 410-1 K110**029 陳O鈞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10-2 K110**010 楊O仁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10-3 K110**025 黃O儒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10-4 K110**034 洪O宣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11-2 B110**043 郭O榮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411-3 B110**004 湯O昇 食品科學系

仁 411-4 B110**095 賴O駿 食品科學系

仁 412-1 B110**019 張O仁 生物科技系

仁 412-2 B110**036 王O驊 生物科技系

仁 412-4 B110**010 許O肇 生物科技系

仁 413-1 K110**019 林O宇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仁 413-2 B110**090 方O鈞 機械工程系

仁 413-3 B110**117 潘O呈 機械工程系

仁 413-4 B110**017 陳O儀 水產養殖系

仁 414-1 B110**029 盧O舜 森林系

仁 414-2 B110**001 傅O翔 森林系

仁 414-3 B110**006 方O達 機械工程系

仁 414-4 B110**062 詹O傑 機械工程系

仁 415-1 B110**051 謝O昀 機械工程系

仁 415-2 B110**066 林O辰 機械工程系

仁 415-3 B110**043 戴O雄 工業管理系

仁 415-4 B110**018 蔡O翔 工業管理系

仁 416-1 B110**003 林O安 工業管理系

仁 416-2 B110**049 郭O辰 工業管理系

仁 416-3 B110**086 涂O嘉 機械工程系

仁 416-4 B110**125 郭O杰 機械工程系

仁 417-1 B110**025 黃O宇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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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417-2 B110**026 賴O煒 機械工程系

仁 417-3 B110**075 高O銘 車輛工程系

仁 417-4 B110**019 高O凱 車輛工程系

仁 418-1 B110**049 李O霖 車輛工程系

仁 418-2 B110**026 江O陞 車輛工程系

仁 418-3 B110**072 姚O佑 機械工程系

仁 418-4 B110**005 陳O銓 機械工程系

仁 419-1 B110**109 林O翔 機械工程系

仁 419-2 B110**044 陳O豪 機械工程系

仁 419-3 B110**050 李O毅 植物醫學系

仁 419-4 B110**030 施O恩 植物醫學系

仁 420-2 B110**004 李O禹 社會工作系

仁 421-1 B110**050 林O佑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仁 421-3 B110**009 林O樺 農園生產系

仁 421-4 B110**087 鄭O豪 農園生產系

仁 422-1 B110**032 楊O霖 植物醫學系

仁 422-2 B110**045 劉O晟 植物醫學系

仁 422-3 B110**004 黃O維 機械工程系

仁 422-4 B110**046 陳O耀 機械工程系

仁 423-1 B110**121 陳O羽 機械工程系

仁 423-2 B110**107 洪O宬 機械工程系

仁 423-3 B110**040 宋O庭 工業管理系

仁 423-4 B110**079 林O羿 工業管理系

仁 424-1 B110**086 張O舜 工業管理系

仁 424-2 B110**002 陳O晟 工業管理系

仁 424-3 B110**043 陳O翔 機械工程系

仁 424-4 B110**063 許O侖 機械工程系

仁 425-1 B110**057 蔣O益 機械工程系

仁 425-2 B110**050 林O宇 機械工程系

仁 425-3 B110**029 李O茗 車輛工程系

仁 425-4 B110**072 洪O璞 車輛工程系

仁 426-1 B110**046 張O貿 車輛工程系

仁 426-2 B110**025 胡O翔 車輛工程系

仁 426-3 B110**055 陳O軒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426-4 B110**049 陳O丞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427-1 B110**053 陳O真 生物機電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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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427-2 B110**004 蘇O承 生物機電工程系

仁 427-3 B110**043 萬O昇 森林系

仁 427-4 B110**006 許O凡 森林系

仁 428-1 B110**026 蔡O晉 森林系

仁 428-2 B110**051 歐O迎 森林系

仁 428-3 B110**020 陳O任 水土保持系

仁 428-4 B110**038 陳O勛 水土保持系

仁 429-1 B110**045 李O倫 水土保持系

仁 429-2 B110**021 廖O寬 水土保持系

仁 429-3 B110**061 陳O霖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29-4 B110**028 劉O穎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30-1 B110**043 黃O庭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30-2 B110**020 林O廷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30-3 B110**074 鄭O騰 農園生產系

仁 430-4 B110**020 吳O益 農園生產系

仁 431-1 B110**050 吳O橫 農園生產系

仁 431-2 B110**026 林O荏 農園生產系

仁 431-3 B110**011 歐O佑宗 企業管理系

仁 431-4 B110**024 甘O勳 企業管理系

仁 432-1 K110**010 吳O活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仁 432-2 B110**077 徐O庭 車輛工程系

仁 432-3 B110**015 余O銓 車輛工程系

仁 433-1 B110**060 凌O宇 企業管理系

仁 433-2 B110**079 劉O羽 企業管理系

仁 433-3 B110**103 蕭O耀 食品科學系

仁 433-4 B110**031 吳O威 食品科學系

仁 434-1 B110**084 郭O祐 食品科學系

仁 434-2 B110**041 詹O達 食品科學系

仁 434-3 B110**007 林O新 資訊管理系

仁 434-4 B110**003 何O廷 資訊管理系

仁 435-1 B110**048 王O豐 資訊管理系

仁 435-2 B110**005 陳O維 農園生產系

仁 435-3 B110**083 董O杰 農園生產系

仁 435-4 B110**010 陳O翰 農企業管理系

仁 436-1 B110**062 謝O源 土木工程系

仁 436-2 B110**089 彭O榆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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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436-3 B110**024 徐O宥 車輛工程系

仁 436-4 B110**076 林O岡 車輛工程系

仁 437-1 B110**054 林O壹 車輛工程系

仁 437-2 B110**035 王O旭 車輛工程系

仁 437-3 B110**063 郭O宇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37-4 B110**016 黃O傑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38-1 B110**086 鄭O昇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38-2 B110**070 柯O甬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仁 438-3 B110**072 段O中 農園生產系

仁 438-4 B110**032 許O鈞 農園生產系

仁 439-2 B110**071 高O溫 車輛工程系

仁 439-3 B110**063 才O任 車輛工程系

仁 439-4 B110**012 呂O賢 農園生產系

實 102-1 B110**038 呂O偉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102-2 B110**036 林O芸 機械工程系

實 102-4 B110**114 高O璽 機械工程系

實 104-2 B110**048 曹O毅 社會工作系

實 104-3 B110**111 黃O核 機械工程系

實 104-4 B110**021 王O凱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105-1 B110**030 陳O宇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實 106-1 B110**012 藍O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實 106-3 B110**028 洪O璟 水產養殖系

實 106-4 B110**046 卓O鎧 水產養殖系

實 107-1 B110**005 李O智 餐旅管理系

實 107-2 B110**066 陳O羽 車輛工程系

實 107-4 B110**031 吳O仁 車輛工程系

實 108-1 B110**014 許O瑋 資訊管理系

實 108-3 B110**016 曾O豪 植物醫學系

實 108-4 B110**043 杜O凱 植物醫學系

實 109-1 B110**053 曹O遠 食品科學系

實 110-2 B110**025 林O叡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110-3 B110**040 王O夫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110-4 B110**006 溫O霖 幼兒保育系

實 111-1 B110**020 徐O家 植物醫學系

實 111-2 B110**004 林O瑞 植物醫學系

實 111-3 B110**156 鄭O維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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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111-4 B110**028 李O騏 土木工程系

實 112-1 B110**063 林O駿 土木工程系

實 112-2 B110**032 楊O翰 土木工程系

實 112-3 B110**007 楊O榮 水土保持系

實 112-4 B110**049 王O進 水土保持系

實 113-1 M110**008 古O賢 休閒運動健康系

實 113-3 B110**007 張O鑠 農企業管理系

實 113-4 B110**003 曹O鋒 農企業管理系

實 114-1 B110**013 蔡O宏 水土保持系

實 114-2 B110**016 張O鍇 水土保持系

實 114-3 B110**069 連O平 車輛工程系

實 114-4 B110**070 康O毓 車輛工程系

實 115-1 B110**062 王O傑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115-2 B110**010 戴O靖 水土保持系

實 115-4 B110**029 黃O翔 水土保持系

實 116-4 P110**002 鍾O汶 食品科學系

實 117-1 B110**027 蕭O學 生物科技系

實 117-2 B110**037 陳O宇 企業管理系

實 117-4 B110**031 李O緯 企業管理系

實 118-2 B110**012 賴O傑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118-4 B110**072 邱O穎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121-1 B110**049 高O銘 機械工程系

實 121-2 B110**012 蔡O杉 森林系

實 121-3 B110**040 張O宇 森林系

實 122-1 B110**022 李O穎 車輛工程系

實 122-2 B110**027 周O廷 車輛工程系

實 122-3 B110**009 戴O哲 生物科技系

實 122-4 B110**013 余O諺 生物科技系

實 123-1 B110**004 黃O憲 車輛工程系

實 123-2 B110**006 曹O宇 工業管理系

實 123-3 B110**019 陳O群 工業管理系

實 124-1 B110**024 林O熹 生物科技系

實 124-2 B110**046 黃O誠 生物科技系

實 124-3 B110**087 李O翰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124-4 B110**082 江O哲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125-2 B110**037 陳O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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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125-3 B110**014 鍾O泉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125-4 B110**057 黃O荃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126-1 B110**017 洪O翔 森林系

實 126-2 B110**042 吳O霆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126-3 B110**003 陳O驛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127-1 M110**004 洪O恩 企業管理系

實 128-1 B110**035 曾O翔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128-2 B110**038 鄭O霖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128-3 B110**038 陳O凭 農企業管理系

實 128-4 B110**009 楊O竹 農企業管理系

實 201-1 B110**030 張O威 農企業管理系

實 201-2 B110**002 吳O修 農企業管理系

實 201-3 B110**031 鍾O諺 資訊管理系

實 201-4 B110**016 蕭O蔚 資訊管理系

實 202-1 B110**065 林O均 土木工程系

實 202-2 B110**015 杜O緯 土木工程系

實 202-3 B110**019 林O宏 資訊管理系

實 203-1 B110**014 唐O家 工業管理系

實 203-2 B110**034 林O傑 水產養殖系

實 203-4 B110**008 盧O呈 水產養殖系

實 204-1 B110**038 李O彥 資訊管理系

實 204-2 B110**054 林O宇 資訊管理系

實 204-3 B110**056 汪O庭 企業管理系

實 204-4 B110**012 江O祥 資訊管理系

實 205-1 B110**029 杜O鋐 企業管理系

實 205-2 B110**025 沈O鎧 企業管理系

實 205-3 B110**059 曾O家 水產養殖系

實 205-4 B110**061 蔡O哲 水產養殖系

實 206-1 B110**013 楊O碩 森林系

實 206-2 B110**048 陳O翔 水產養殖系

實 206-3 B110**032 余O廷 水產養殖系

實 208-2 B110**015 李O安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08-3 B110**058 林O恩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08-4 B110**078 林O儒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09-3 B110**073 莊O峰 機械工程系

實 209-4 B110**018 廖O庭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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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210-3 B110**085 邱O棋 土木工程系

實 210-4 B110**038 洪O昕 土木工程系

實 211-1 B110**054 李O棣 水產養殖系

實 211-2 B110**042 花O偉 水產養殖系

實 211-3 B110**038 張O怛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211-4 B110**050 朱O晟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212-2 B110**037 吳O緯 水土保持系

實 212-3 B110**039 王O和 生物科技系

實 212-4 B110**026 蔡O翰 生物科技系

實 215-1 B110**030 王O彥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215-2 B110**052 吳O澄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215-3 B110**034 黃O文 農園生產系

實 215-4 B110**048 劉O帆 農園生產系

實 218-2 B110**051 符O佐 農企業管理系

實 218-3 B110**026 楊O真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18-4 B110**032 賴O暐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19-1 B110**080 張O茂 工業管理系

實 219-2 B110**038 林O煒 植物醫學系

實 219-3 B110**012 金O翔 植物醫學系

實 222-1 B110**011 江O寬 農園生產系

實 222-2 B110**027 江O謙 農園生產系

實 222-3 B110**074 陳O助 機械工程系

實 222-4 B110**024 王O翔 機械工程系

實 223-1 B110**151 李O祐 機械工程系

實 223-2 B110**003 關O軒 機械工程系

實 223-3 B110**094 吳O哲 食品科學系

實 223-4 B110**065 陳O傑 食品科學系

實 224-1 B110**019 吳O秝 農企業管理系

實 224-2 B110**085 林O宗 農園生產系

實 224-4 B110**030 劉O軒 農園生產系

實 225-1 B110**057 林O駿 食品科學系

實 225-2 B110**090 楊O曄 食品科學系

實 225-3 B110**006 楊O賓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25-4 B110**065 王O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26-1 B110**010 徐O駿 農園生產系

實 226-3 B110**152 林O緯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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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226-4 B110**067 鄭O隆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228-3 B110**042 吳O宸 農企業管理系

實 229-1 B110**056 黃O尹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29-2 B110**068 林O廷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229-3 B110**018 湛O 森林系

實 229-4 B110**037 曾O傑 森林系

實 230-1 B110**048 王O興 森林系

實 230-2 B110**004 范O宇 森林系

實 230-3 B110**077 劉O翰 工業管理系

實 230-4 B110**065 陳O中 工業管理系

實 231-1 B110**042 吳O頡 工業管理系

實 231-2 B110**033 張O安 工業管理系

實 231-3 B110**041 洪O豪 植物醫學系

實 231-4 B110**036 蕭O潤 植物醫學系

實 232-3 B110**003 丁O尉 車輛工程系

實 232-4 B110**039 廖O佐 車輛工程系

實 233-1 B110**011 徐O東 植物醫學系

實 233-2 B110**008 莊O翰 植物醫學系

實 233-3 B110**026 宋O承 餐旅管理系

實 233-4 B110**037 羅O倫 餐旅管理系

實 234-1 B110**065 林O凱 餐旅管理系

實 234-2 B110**072 蕭O 餐旅管理系

實 234-4 B110**077 張O維 食品科學系

實 235-1 B110**090 王O文 土木工程系

實 235-2 B110**071 林O頎 食品科學系

實 235-4 B110**055 陳O成 食品科學系

實 236-1 B110**029 陳O維 社會工作系

實 236-2 B110**038 彭O博 餐旅管理系

實 236-3 B110**049 巴O．亞維 餐旅管理系

實 237-1 B110**053 白O銓 土木工程系

實 237-2 B110**036 謝O杰 土木工程系

實 237-3 B110**052 徐O桓 水土保持系

實 237-4 B110**005 陳O謙 水土保持系

實 238-1 B110**023 謝O宜 森林系

實 238-2 B110**123 張O敬倚 機械工程系

實 238-3 B110**082 吳O盛 機械工程系



齋別 寢室房號  學號  學生姓名 系所

實 239-1 B110**030 林O驊 水土保持系

實 239-2 B110**022 王O弘 水土保持系

實 239-3 B110**155 柯O智 車輛工程系

實 239-4 B110**078 劉O驛 車輛工程系

實 301-1 B110**036 黃O維 農企業管理系

實 301-2 B110**037 黃O維 農企業管理系

實 301-3 B110**038 姜O 生物科技系

實 301-4 B110**034 吳O愷 生物科技系

實 302-1 B110**041 林O洋 生物科技系

實 302-2 B110**020 傅O維 生物科技系

實 302-3 B110**032 劉O廷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302-4 B110**057 楊O榮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303-1 B110**065 呂O峻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303-2 B110**012 鍾O桓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303-3 B110**018 趙O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303-4 B110**155 楊O允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304-1 B110**029 林O修 資訊管理系

實 304-2 K109**010 張O昇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實 304-3 B110**027 李O瑋 資訊管理系

實 304-4 B110**023 邱O樺 企業管理系

實 305-2 B110**048 許O竣 車輛工程系

實 306-1 B110**067 許O宏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306-2 B110**048 林O聖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306-3 B110**049 王O昀 農企業管理系

實 306-4 B110**039 詹O宏 農企業管理系

實 307-4 M110**006 莊O全 土木工程系

實 308-3 B110**028 陳O原 植物醫學系

實 308-4 B110**047 趙O柏 植物醫學系

實 309-1 B110**017 王O凱 社會工作系

實 309-3 B110**056 杜O風 車輛工程系

實 309-4 B110**001 陳O淵 車輛工程系

實 310-1 B110**041 彭O堯 農企業管理系

實 310-2 B110**006 司O澤 農企業管理系

實 310-3 B110**002 林O民 資訊管理系

實 310-4 B110**037 蔡O宸 資訊管理系

實 311-1 B110**014 黃O郕 水產養殖系



齋別 寢室房號  學號  學生姓名 系所

實 311-3 B110**048 徐O祐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311-4 B110**017 阮O城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312-1 B110**043 謝O晟 資訊管理系

實 312-2 B110**010 黃O一 資訊管理系

實 312-3 B110**089 呂O漢 企業管理系

實 312-4 B110**065 黃O勝 企業管理系

實 313-1 B110**090 鄭O翔 企業管理系

實 313-2 B110**068 許O恩 企業管理系

實 313-3 B110**020 洪O瑋 水產養殖系

實 313-4 B110**057 余O賢 水產養殖系

實 314-4 B110**031 呂O緯 水土保持系

實 315-1 B110**048 王O翔 工業管理系

實 315-3 B110**036 呂O澤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315-4 B110**005 徐O麟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316-1 B110**048 王O峻 土木工程系

實 316-2 B110**023 蔡O杰 土木工程系

實 316-3 B110**024 戴O樟 工業管理系

實 317-1 B110**041 王O琳 水產養殖系

實 317-2 B110**023 王O幃 水產養殖系

實 317-3 B110**011 劉O霆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317-4 B110**024 曾O銘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319-3 B110**055 林O叡 植物醫學系

實 319-4 B110**038 顏O凱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320-1 B110**062 蘇O霖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320-2 B110**027 張O榮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320-3 B110**039 巫O恩 農園生產系

實 320-4 B110**033 吳O哲 農園生產系

實 321-1 B110**098 賴O勳 農園生產系

實 321-2 B110**036 甯O揚 農園生產系

實 321-3 B110**052 黃O棟 機械工程系

實 321-4 B110**103 陳O儒 機械工程系

實 322-1 B110**112 謝O生 機械工程系

實 322-2 B110**105 任O勳 機械工程系

實 322-3 B110**025 林O諺 食品科學系

實 322-4 B110**085 陳O安 食品科學系

實 323-1 B110**043 陳O坤 水土保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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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324-1 B110**096 邵O倫 食品科學系

實 324-2 B110**097 林O翰 食品科學系

實 324-3 B110**079 李O凱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324-4 B110**061 許O祺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325-1 B110**063 許O嘉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325-2 B110**028 王O崴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326-1 B110**001 莊O琳 社會工作系

實 326-2 B110**057 黃O宇 社會工作系

實 326-3 B110**002 王O棋 森林系

實 326-4 B110**039 蔣O佑 森林系

實 327-1 B110**024 陳O安 森林系

實 327-2 B110**035 鄭O鶄晧 森林系

實 327-3 B110**075 劉O為 工業管理系

實 327-4 B110**022 林O毅 工業管理系

實 328-1 B110**071 劉O全 工業管理系

實 328-2 B110**152 黃O安 工業管理系

實 328-3 B110**010 陳O鋒 植物醫學系

實 328-4 B110**033 張O銘 植物醫學系

實 329-1 B110**024 林O毅 植物醫學系

實 329-2 B110**031 劉O宏 植物醫學系

實 329-3 B110**025 張O銘 餐旅管理系

實 329-4 B110**024 梁O祐 餐旅管理系

實 330-1 B110**150 楊O華 森林系

實 330-2 B110**068 黃O霖 機械工程系

實 330-4 B110**060 韋O翰 機械工程系

實 331-1 B110**062 周O德 餐旅管理系

實 331-2 B110**010 林O宣 餐旅管理系

實 331-3 B110**059 王O丞 土木工程系

實 331-4 B110**049 葛O軒 土木工程系

實 332-3 B110**072 許O翌 企業管理系

實 332-4 B110**100 柯O助 食品科學系

實 333-1 B110**050 柯O丞 資訊管理系

實 333-2 B110**002 陳O翰 企業管理系

實 333-4 B110**022 閻O騰 企業管理系

實 334-1 B110**027 劉O豐 土木工程系

實 334-2 B110**067 蔡O修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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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334-3 B110**042 劉O楷 水土保持系

實 334-4 B110**009 廖O呈 水土保持系

實 335-1 B110**039 邱O隆 水土保持系

實 335-2 B110**033 葉O廷 水土保持系

實 335-3 B110**020 魏O恩 車輛工程系

實 335-4 B110**030 林O弘 車輛工程系

實 336-1 B110**038 黃O顥 車輛工程系

實 336-2 B110**050 蔡O守 車輛工程系

實 336-3 M110**013 趙O和 生物科技系

實 336-4 B110**054 林O寬 生物科技系

實 337-1 B110**050 柯O樂 水土保持系

實 401-1 B110**015 廖O全 農園生產系

實 401-2 B110**080 江O諾 農園生產系

實 401-3 B110**036 曾O杰 休閒運動健康系

實 401-4 B110**003 黃O儒 休閒運動健康系

實 402-1 B110**016 林O庭 休閒運動健康系

實 402-2 B110**022 黃O榤 農企業管理系

實 402-3 B110**040 王O楷 農企業管理系

實 402-4 B110**017 李O諺 農園生產系

實 403-1 B110**054 曾O彬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03-2 B110**056 張O志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03-3 B110**046 黃O翔 應用外語系

實 403-4 B110**021 何O峰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04-1 B110**010 李O豫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404-2 B110**060 羅O恩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404-3 B110**056 許O原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04-4 B110**071 曾O嘉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05-1 B110**157 黃O樺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05-2 B110**012 曾O幃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05-3 B110**015 劉O凱 水產養殖系

實 405-4 B110**022 林O閔 水產養殖系

實 406-1 B110**037 何O哲 水產養殖系

實 406-2 B110**029 徐O謙 土木工程系

實 406-3 B110**152 田O嘉 土木工程系

實 406-4 B110**022 莊O翔 農園生產系

實 407-1 B110**071 劉O儒 農園生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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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407-2 B110**028 林O騰 農園生產系

實 407-3 B110**031 蔡O齊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07-4 B110**051 黃O峰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08-1 B110**036 陳O勳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08-2 B110**016 林O翰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08-3 B110**051 黃O予 農園生產系

實 408-4 B110**023 邱O恩 農園生產系

實 409-1 P110**001 盧O廷 農園生產系

實 409-2 B110**081 陳O玄 農園生產系

實 409-3 B110**049 陳O邑 森林系

實 409-4 B110**005 蔡O宇 森林系

實 410-1 B110**036 王O槊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410-2 B110**020 邱O勝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410-3 B110**089 江O坤 機械工程系

實 411-1 B110**021 黃O紘 森林系

實 411-2 B110**038 江O霖 森林系

實 411-3 B110**081 葉O興 車輛工程系

實 411-4 B110**064 陳O祥 車輛工程系

實 412-1 B110**079 陳O勳 車輛工程系

實 412-2 B110**013 邱O丰 車輛工程系

實 412-3 B110**037 黃O凱 土木工程系

實 412-4 B110**005 凃O翔 土木工程系

實 413-1 B110**041 劉O琮 土木工程系

實 413-2 B110**009 陳O宇 土木工程系

實 413-3 B110**046 陳O騰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13-4 B110**009 賴O昇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14-1 B110**022 羅O莛 生物科技系

實 414-2 B110**048 曾O敬 生物科技系

實 414-3 B110**010 陳O 車輛工程系

實 414-4 B110**037 曾O証 車輛工程系

實 415-1 B110**021 張O昰 車輛工程系

實 415-2 B110**009 葉O瑋 車輛工程系

實 415-3 B110**050 陳O宇 森林系

實 415-4 B110**027 劉O佑 森林系

實 416-1 B110**034 吳O盛 食品科學系

實 416-2 B110**102 程O緯 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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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416-3 B110**033 韓O志 土木工程系

實 416-4 B110**043 施O翰 土木工程系

實 417-1 B110**015 潘O宏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417-2 B110**046 洪O晉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417-3 B110**024 彭O勝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實 417-4 B110**008 林O杉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實 418-1 B110**031 蔡O佑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實 418-2 B110**025 江O仲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18-3 B110**019 李O恩 生物機電工程系

實 418-4 B110**101 陳O禮 食品科學系

實 419-2 B110**014 李O勳 水土保持系

實 419-3 B110**084 張O仁 機械工程系

實 419-4 B110**058 賴O晉 機械工程系

實 420-1 B110**074 張O驊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420-2 B110**051 柯O惟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420-3 B110**056 張O維 機械工程系

實 420-4 B110**108 詹O竣 機械工程系

實 421-1 B110**023 凃O宏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421-2 B110**049 林O硯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實 421-3 B110**091 林O杰 機械工程系

實 421-4 B110**032 林O豪 機械工程系

實 422-1 B110**028 洪O毅 資訊管理系

實 422-2 B110**044 陳O群 資訊管理系

實 422-3 B110**094 吳O諺 機械工程系

實 422-4 B110**101 洪O宸 機械工程系

實 423-1 B110**150 洪O鋒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423-2 B110**010 羅O霖 機械工程系

實 423-3 B110**085 謝O恩 機械工程系

實 423-4 B110**083 鄧O權 工業管理系

實 424-1 B110**014 黃O祐 車輛工程系

實 424-2 B110**024 李O誠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實 424-3 B110**054 黃O誠 機械工程系

實 424-4 B110**016 呂O嘉 機械工程系

實 428-1 K110**036 陳O軒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28-2 K110**005 蕭O均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28-3 B110**061 顏O良 獸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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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428-4 B110**007 林O澤 獸醫學系

實 429-1 B110**010 曾O翰 獸醫學系

實 429-2 B110**047 趙O凱 獸醫學系

實 429-3 K110**026 劉O誠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29-4 K110**023 潘O丞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0-1 K110**037 歐O愷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0-2 K110**013 郭O亮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0-3 B110**004 黃O毅 獸醫學系

實 430-4 B110**029 羅O曦 獸醫學系

實 431-1 B110**001 巫O賢 獸醫學系

實 431-2 B110**024 陳O越 獸醫學系

實 431-3 K110**007 詹O任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1-4 K110**011 俞O恩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2-1 K110**030 蔡O祐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2-2 K110**016 連O安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2-3 B110**031 葉O揚 獸醫學系

實 432-4 B110**043 郭O良 獸醫學系

實 433-1 B110**036 梁O煦 獸醫學系

實 433-2 B110**056 蘇O綸 獸醫學系

實 433-3 K110**033 黃O硯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3-4 K110**020 吳O謙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4-1 K110**027 楊O凱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4-2 K110**035 黃O憲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4-3 B110**046 林O宇 獸醫學系

實 434-4 P110**002 鍾O豫 獸醫學系

實 435-3 B110**033 黃O錡 農企業管理系

實 435-4 B110**154 趙O齊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實 436-1 B110**042 黃O豪 獸醫學系

實 436-2 B110**016 李O騂 獸醫學系

實 436-3 K110**021 何O龍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6-4 K110**028 張O逸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7-1 K110**032 郭O杰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7-2 K110**012 方O翔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實 437-3 B110**040 李O容 獸醫學系

實 437-4 B110**069 張O維 獸醫學系

實 438-1 B110**039 劉O立 獸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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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438-2 B110**003 吳O恩 獸醫學系

實 438-3 B110**087 葉O瑋 機械工程系

實 438-4 B110**077 林O谷 機械工程系

實 439-1 B110**057 鍾O翰 獸醫學系

實 439-2 B110**315 周O澔 獸醫學系

實 439-3 B110**052 張O廷 森林系

實 439-4 B110**014 徐O 森林系

德 A301-1 M110**007 楊O儒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德 A301-2 M110**003 林O翰 車輛工程系

德 A301-4 M110**029 曾O誌 車輛工程系

德 A310-1 B110**023 陳O佁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0-2 B110**030 方O竣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1-1 B110**005 黃O韋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1-2 B110**026 吳O篆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2-1 B110**027 簡O樺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2-2 B110**007 黃O丰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4-2 B110**006 彭O豪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5-1 B110**038 朱O庭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5-2 B110**037 許O奇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6-1 B110**032 楊O煇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316-2 B110**033 林O獻 休閒運動健康系

德 A411-1 B110**042 楊O捷 應用外語系

德 A411-2 B110**026 楊O傑 應用外語系

德 A411-4 B110**043 劉O宇 應用外語系

德 A412-1 B110**024 曾O豪 應用外語系

德 A414-1 B110**051 謝O祥 應用外語系

德 A414-2 B110**012 李O恩 應用外語系

德 A415-1 B110**018 曾O竣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德 A415-4 B110**026 莊O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德 A416-1 B110**037 詹O勛 應用外語系

德 B203-1 B110**006 余O軒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德 B203-2 B110**027 郭O峰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德 B204-1 B110**030 鍾O儒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德 B204-2 B110**002 陳O憲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德 B205-1 B110**011 陳O煜翔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德 B205-2 B110**028 楊O凱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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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B206-1 B110**004 蕭O祥 應用外語系

德 B206-2 B110**020 顏O峰 應用外語系

德 B207-3 B110**048 吳O樺 應用外語系

德 B207-4 B110**015 周O宸 應用外語系

德 B209-1 B110**028 陳O志 應用外語系

德 B209-2 B110**045 張O柏 應用外語系

德 B210-1 K110**009 林O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德 B210-2 K110**004 陳O賢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德 B212-1 K110**016 李O毅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德 B212-2 K110**015 葉O宏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德 B213-1 K110**003 簡O駿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德 B213-2 K110**018 蔡O廷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德 B301-1 B110**019 高O勒 應用外語系

德 B301-2 B110**033 吳O佑 應用外語系

信 101-1 B110**023 嚴O筑 植物醫學系

信 101-2 B110**051 陳O妤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101-3 B110**053 廖O萩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101-4 B110**022 應O庭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103-4 B110**013 謝O晏 餐旅管理系

信 104-1 B110**034 林O蓁 工業管理系

信 104-3 B110**066 張O甄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104-4 B110**019 林O妤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105-1 B110**056 莊O芸 水產養殖系

信 105-2 B110**052 黃O儀 水產養殖系

信 105-3 B110**007 陳O蓁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105-4 B110**039 黃O鈺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107-1 B110**069 李O珈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107-2 B110**069 蘇O璇 餐旅管理系

信 107-3 B110**004 潘O 餐旅管理系

信 107-4 B110**013 林O欣 水產養殖系

信 108-2 B110**045 王O媗 森林系

信 108-4 B110**009 劉O茹 森林系

信 113-1 B110**057 徐O均 工業管理系

信 113-3 B110**032 蔣O庭 餐旅管理系

信 113-4 B110**005 葉O吟 工業管理系

信 114-1 B110**034 詹O晴 水土保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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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14-2 B110**026 許O蓁 土木工程系

信 114-4 B110**016 陳O柔 土木工程系

信 115-1 B110**045 廖O晴 社會工作系

信 115-2 B110**075 田O琦 餐旅管理系

信 115-3 B110**074 林O萱 餐旅管理系

信 116-1 B110**015 吳O臻 工業管理系

信 116-2 B110**078 歐O妤 工業管理系

信 116-3 B110**011 陳O珊 食品科學系

信 116-4 B110**083 李O妤 食品科學系

信 201-1 B110**015 高O瑄 食品科學系

信 201-4 B110**009 張O瑄 食品科學系

信 202-1 B110**108 陳O均 食品科學系

信 202-4 B110**018 詹O雪 食品科學系

信 205-1 B110**051 吳O蓁 餐旅管理系

信 205-2 B110**005 陳O葶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信 205-4 B110**029 詹O瑜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信 207-1 B110**017 楊O臻 食品科學系

信 207-2 B110**063 郭O潁 食品科學系

信 207-3 B110**007 王O誼 餐旅管理系

信 207-4 B110**011 陳O慧 餐旅管理系

信 208-1 B110**045 陳O雯 資訊管理系

信 208-2 K110**001 潘O姍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信 208-4 K110**014 何O樺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信 211-1 B110**015 翼O英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信 211-2 B110**020 黃O嫚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信 211-3 B110**015 劉O瑄 資訊管理系

信 214-1 B110**038 謝O軒 應用外語系

信 214-2 B110**046 廖O茹 農園生產系

信 214-4 B110**062 陳O蓁 農園生產系

信 215-1 M110**016 蘇O晶 食品科學系

信 215-2 B110**079 王O婷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信 215-3 B110**158 林O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信 216-1 B110**152 廖O鈺 餐旅管理系

信 216-2 B110**040 許O雅 餐旅管理系

信 216-3 B110**048 許O琴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216-4 B110**019 蔡O妮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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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217-1 B110**049 王O靖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217-2 B110**011 石O鈺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217-3 B110**047 蘇O湘 土木工程系

信 217-4 B110**074 洪O婷 土木工程系

信 220-1 B110**030 王O妮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220-2 B110**013 王O姍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220-3 B110**007 黃O芸 農園生產系

信 220-4 B110**016 郭O葭 農園生產系

信 222-1 B110**012 鍾O蓉 土木工程系

信 223-1 B110**004 游O綾 農園生產系

信 223-2 B110**029 張O禾 農園生產系

信 223-3 B110**044 陳O惠 社會工作系

信 223-4 B110**047 陳O妤 社會工作系

信 301-1 B110**056 陳O妤 社會工作系

信 301-2 B110**019 張O棋 社會工作系

信 301-3 B110**031 陳O晴 應用外語系

信 301-4 B110**013 許O慈 應用外語系

信 302-2 B110**047 吳O蓁 森林系

信 302-3 B110**029 林O蓉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302-4 B110**022 蕭O君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信 303-1 B110**052 藍O涵 應用外語系

信 303-2 B110**001 許O筑 應用外語系

信 303-3 B110**049 張O喬 食品科學系

信 303-4 B110**054 廖O卉 食品科學系

信 305-1 B110**020 張O妮 食品科學系

信 305-2 B110**027 黃O菱 食品科學系

信 305-3 B110**068 林O靖 農園生產系

信 305-4 B110**067 李O臻 農園生產系

信 306-1 B110**043 江O淇 農園生產系

信 306-2 B110**035 莊O嫻 農園生產系

信 306-3 B110**051 蕭O莉 工業管理系

信 306-4 B110**069 蔡O涵 工業管理系

信 307-1 B110**066 張O綺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信 307-2 B110**051 李O恩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信 307-3 B110**036 吳O文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信 307-4 B110**017 李O吟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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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308-1 B110**035 吳O綺 工業管理系

信 308-3 B110**085 王O茹 工業管理系

信 308-4 B110**049 陳O薰 植物醫學系

信 309-1 B110**055 劉O瑩 農園生產系

信 309-2 B110**077 王O瑩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309-3 B110**037 陳O吟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317-1 B110**058 陳O旻 獸醫學系

信 317-2 B110**011 林O臻 獸醫學系

信 317-3 K110**017 鄭O玫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信 317-4 K110**014 鄭O蓁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信 318-1 K110**018 林O欣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信 318-2 B110**065 洪O昀 獸醫學系

信 318-3 B110**053 張O翎 獸醫學系

信 318-4 B110**032 張O喬 獸醫學系

信 319-1 B110**001 何O雯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 319-3 B110**008 林O慈 土木工程系

信 319-4 B110**068 江O怡 土木工程系

信 320-1 B110**008 陳O寧 獸醫學系

信 320-2 B110**055 李O芳 獸醫學系

信 320-3 B110**035 王O晴 獸醫學系

信 320-4 B110**028 鄭O真 獸醫學系

信 321-1 B110**054 崔O瑄 獸醫學系

信 321-2 B110**009 蔡O緁 獸醫學系

信 321-3 B110**066 羅O驊 獸醫學系

信 321-4 B110**027 戴O安 獸醫學系

信 322-1 B110**033 黎O晴 獸醫學系

信 322-2 B110**022 陳O妤 獸醫學系

信 322-3 B110**005 林O瑜 獸醫學系

信 322-4 B110**050 蔡O鈴 企業管理系

信 323-1 B110**048 潘O伃 企業管理系

信 323-2 B110**033 葉O慧 企業管理系

信 323-3 B110**081 郭O佳 工業管理系

信 323-4 B110**017 李O諭 工業管理系

勇 102-2 B110**045 黃O珮 餐旅管理系

勇 102-3 B110**002 吉O翊 水產養殖系

勇 102-4 B110**055 孫O旻 水產養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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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105-1 B110**082 林O儒 食品科學系

勇 110-1 B110**014 朱O辰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勇 110-4 B110**067 林O瑄 餐旅管理系

勇 111-1 B110**020 莊O書 工業管理系

勇 111-2 B110**004 于O麟 工業管理系

勇 111-3 B110**092 劉O晴 企業管理系

勇 111-4 B110**013 張O欣 企業管理系

勇 112-1 B110**099 薛O丰 企業管理系

勇 112-2 B110**053 許O華 企業管理系

勇 112-3 B110**058 蔡O芯 土木工程系

勇 112-4 B110**076 林O珊 土木工程系

勇 113-1 B110**028 莊O瑱 休閒運動健康系

勇 113-2 B110**018 鍾O倫 休閒運動健康系

勇 113-4 B110**035 張O彤 餐旅管理系

勇 114-1 B110**088 林O逸 土木工程系

勇 114-2 B110**050 婁O昀 土木工程系

勇 114-3 B110**043 蔡O柔 企業管理系

勇 114-4 B110**088 陳O宇 企業管理系

勇 115-1 B110**059 郭O廷 企業管理系

勇 115-2 B110**005 宋O儒 企業管理系

勇 115-3 B110**051 鄭O茜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115-4 B110**031 江O慈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117-3 B110**004 陳O伶 企業管理系

勇 117-4 B110**081 蔡O妤 企業管理系

勇 118-2 B110**039 林O軒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118-3 B110**153 劉O沛 餐旅管理系

勇 119-2 B110**034 董O雯 森林系

勇 119-3 B110**025 林O竹 水產養殖系

勇 119-4 B110**010 許O如 水產養殖系

勇 204-1 B110**013 楊O諠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勇 204-3 B110**032 路O瑄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勇 204-4 B110**044 吳O緁 森林系

勇 207-1 B110**027 陳O君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207-3 K110**005 涂O瑛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勇 207-4 K110**007 王O蓉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勇 208-1 B110**039 劉O瑄 工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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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208-3 B110**022 洪O諭 植物醫學系

勇 208-4 B110**040 盧O軒 植物醫學系

勇 214-1 B110**040 許O芸 應用外語系

勇 214-3 B110**086 郭O玉 農園生產系

勇 214-4 B110**052 呂O虹 農園生產系

勇 222-1 B110**007 吳O庭 企業管理系

勇 222-2 B110**005 楊O佳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勇 222-4 B110**001 蘇O晴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勇 301-2 B110**064 賴O秀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勇 301-3 B110**081 葉O柔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勇 301-4 M110**006 黃O瑜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勇 304-2 M110**002 何O欣 幼兒保育系

勇 304-3 B110**026 黃O莛 農企業管理系

勇 304-4 B110**044 潘O君 農企業管理系

勇 306-1 M110**001 陳O妤 應用外語系

勇 307-1 B110**022 湯O玲 森林系

勇 307-2 B110**025 楊O萱 生物科技系

勇 307-3 B110**039 徐O寧 生物機電工程系

勇 308-1 B110**053 陳O穎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308-2 B110**007 吳O穎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308-3 B110**074 游O容 企業管理系

勇 308-4 B110**066 黃O雁 企業管理系

勇 313-1 B110**151 蔡O蓁 企業管理系

勇 313-2 B110**093 白O綺 企業管理系

勇 313-3 B110**003 王O馨 植物醫學系

勇 313-4 B110**001 楊O蓉 植物醫學系

勇 314-1 B110**029 龔O玟 植物醫學系

勇 314-2 B110**009 李O鏵 植物醫學系

勇 314-3 B110**150 侯O庭 企業管理系

勇 314-4 B110**067 曹O玫 企業管理系

勇 315-1 B110**040 江O晴 企業管理系

勇 315-2 B110**038 蒙O妤 企業管理系

勇 315-3 B110**014 許O榕 餐旅管理系

勇 315-4 B110**036 卓O蓁 餐旅管理系

勇 318-1 B110**105 謝O馨 食品科學系

勇 318-3 B110**031 董O妤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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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318-4 M110**011 陳O涵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勇 322-2 B110**088 曾O菡 機械工程系

勇 322-3 B110**035 楊O柔 水土保持系

勇 322-4 B110**039 蔣O柔 資訊管理系

勇 324-2 B109**039 吳O蓁 休閒運動健康系

勇 325-1 B110**024 許O媜 休閒運動健康系

勇 325-2 M110**021 張O凱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勇 325-3 B110**017 吳O臻 車輛工程系

勇 401-1 B110**047 邱O晴 餐旅管理系

勇 401-2 B110**028 劉O彣 餐旅管理系

勇 401-3 B110**028 林O亘 企業管理系

勇 401-4 M110**003 李O瑩 企業管理系

勇 402-1 B110**020 胡O慈 企業管理系

勇 402-2 B110**082 吳O瑩 企業管理系

勇 402-3 B110**060 賴O奕 食品科學系

勇 402-4 B110**033 廖O婷 食品科學系

勇 403-1 B110**051 張O鋗 食品科學系

勇 403-2 B110**013 連O妍 食品科學系

勇 403-3 B110**031 林O廷 餐旅管理系

勇 403-4 B110**052 林O柔 餐旅管理系

勇 404-1 B110**019 鄭O文 餐旅管理系

勇 404-2 B110**027 嚴O 餐旅管理系

勇 404-3 B110**014 甘O庭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04-4 B110**033 黃O綺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05-1 B110**043 林O虹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05-2 B110**080 蕭O靜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05-3 B110**052 李O儀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05-4 B110**055 徐O慎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06-1 B110**022 張O縈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06-2 B110**010 蔡O靜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06-3 B110**091 高O珊 企業管理系

勇 406-4 B110**034 朱O瑄 企業管理系

勇 407-1 B110**086 黃O絜 企業管理系

勇 407-2 B110**015 曾O曦 企業管理系

勇 407-3 B110**024 王O妤 食品科學系

勇 407-4 B110**073 周O怡 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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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408-1 B110**088 陳O蓉 食品科學系

勇 408-2 B110**079 李O蓁 食品科學系

勇 408-3 B110**022 易O璇 社會工作系

勇 408-4 B110**051 陳O涵 社會工作系

勇 409-3 B110**021 蔡O錞 土木工程系

勇 409-4 B110**045 蔡O臻 土木工程系

勇 410-1 B110**055 張O茿 社會工作系

勇 410-2 B110**058 陳O鎂 社會工作系

勇 410-3 B110**030 許O瑜 應用外語系

勇 410-4 B110**044 薛O恩 應用外語系

勇 411-1 B110**064 蔡O涵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勇 411-2 B110**041 賴O安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勇 412-1 B110**005 劉O妤 水產養殖系

勇 412-2 B110**031 陳O蓁 水產養殖系

勇 412-4 B110**005 許O俞 植物醫學系

勇 413-1 B110**053 陳O彤 應用外語系

勇 413-2 B110**035 王O媫 應用外語系

勇 413-3 B110**017 徐O媛 餐旅管理系

勇 413-4 B110**058 陳O竹 餐旅管理系

勇 414-1 B110**022 陳O蓁 餐旅管理系

勇 414-2 B110**015 黃O儀 餐旅管理系

勇 414-3 B110**005 金O妤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14-4 B110**040 江O諭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15-1 B110**048 許O芠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15-2 B110**055 陳O萱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15-3 B110**053 李O庭 工業管理系

勇 415-4 B110**009 陳O瑄 工業管理系

勇 416-1 B110**059 林O甄 工業管理系

勇 416-2 B110**012 簡O慧 工業管理系

勇 416-3 B110**005 蘇O芳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16-4 B110**006 賴O卉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17-1 B110**003 郭O婷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17-2 B110**013 曾O筑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17-3 B110**008 徐O君 企業管理系

勇 417-4 B110**057 羅O綺 企業管理系

勇 419-1 B110**087 蔡O臻 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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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419-2 B110**058 陳O姍 企業管理系

勇 419-3 B110**087 呂O 食品科學系

勇 419-4 B110**109 許O延 食品科學系

勇 420-1 B110**010 謝O伃 食品科學系

勇 420-2 B110**076 蔡O恩 食品科學系

勇 420-3 B110**038 蔡O涵 社會工作系

勇 420-4 B110**006 邵O莉 社會工作系

勇 421-1 B110**018 魏O薇 社會工作系

勇 421-2 B110**014 陳O婷 社會工作系

勇 421-3 B110**009 黃O琳 應用外語系

勇 421-4 B110**047 翁O欣 應用外語系

勇 422-1 B110**018 曾O晶 應用外語系

勇 422-2 B110**036 吳O琪 應用外語系

勇 422-3 B110**073 陳O俞 餐旅管理系

勇 422-4 B110**043 劉O彤 餐旅管理系

勇 423-1 B110**003 龔O瑧 餐旅管理系

勇 423-2 B110**070 許O嫥 餐旅管理系

勇 423-3 B110**076 廖O媛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23-4 B110**013 林O竹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24-1 B110**031 連O婷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24-2 B110**057 謝O柔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勇 424-3 B110**037 蔣O欣 工業管理系

勇 424-4 B110**026 劉O伶 工業管理系

勇 425-1 B110**082 陸O寧 工業管理系

勇 425-2 B110**070 黃O璇 工業管理系

勇 425-3 B110**038 周O欣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25-4 B110**026 王O茜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26-1 B110**024 陳O語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26-2 B110**036 林O玲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勇 426-3 B110**046 賴O崎 森林系

勇 426-4 B110**053 柯O燕 森林系

誠 102-1 B110**033 黃O喬 森林系

誠 102-2 B110**056 王O禧 森林系

誠 102-3 B110**005 郭O嘉 幼兒保育系

誠 102-4 B110**060 王O婷 幼兒保育系

誠 109-1 B110**012 張O恩 幼兒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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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9-2 B110**061 徐O臻 幼兒保育系

誠 109-3 B110**030 范O芸 資訊管理系

誠 109-4 B110**023 朱O均 資訊管理系

誠 115-3 B110**052 張O馨 幼兒保育系

誠 115-4 B110**020 梁O雯 幼兒保育系

誠 117-1 B110**002 卓O瑀 幼兒保育系

誠 117-4 B110**067 曾O玲 生物機電工程系

誠 119-1 B110**024 陳O璇 資訊管理系

誠 119-2 B110**062 陳O暄 資訊管理系

誠 119-3 B110**009 賴O菡 企業管理系

誠 119-4 B110**080 陳O卉 企業管理系

誠 120-1 B110**014 胡O瑜 企業管理系

誠 120-2 B110**061 葉O鈞 企業管理系

誠 120-3 B110**063 鍾O芝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120-4 B110**006 林O臻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121-1 B110**066 王O郁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121-2 B110**058 李O玟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121-3 B110**036 余O蓁 食品科學系

誠 121-4 B110**046 方O蓁 食品科學系

誠 122-1 B110**100 楊O軒 機械工程系

誠 122-3 B110**075 林O靜 機械工程系

誠 122-4 B110**061 郭O菱 機械工程系

誠 201-4 M110**016 吳O萱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誠 203-2 B110**048 張O慈 幼兒保育系

誠 203-3 B110**037 黃O蓁 幼兒保育系

誠 204-1 B110**089 劉O蕙 食品科學系

誠 204-2 M110**015 吳O庭 食品科學系

誠 204-3 B110**034 葉O婕 社會工作系

誠 204-4 B110**032 宋O庭 社會工作系

誠 205-3 B110**028 黃O筠 幼兒保育系

誠 205-4 B110**015 劉O芸 幼兒保育系

誠 206-1 B110**016 蔡O庭 社會工作系

誠 206-2 B110**030 林O妤 社會工作系

誠 206-3 B110**021 廖O雯 應用外語系

誠 206-4 B110**029 楊O樺 應用外語系

誠 210-1 B110**008 劉O云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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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210-2 B110**041 蘇O璇 應用外語系

誠 210-3 B110**030 鄧O慈 餐旅管理系

誠 210-4 B110**016 攸O撒盎斯 餐旅管理系

誠 213-1 B110**071 許O萱 餐旅管理系

誠 213-2 B110**050 廖O均 餐旅管理系

誠 213-3 B110**025 張O萱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213-4 B110**054 林O姁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215-1 B110**018 李O瑄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215-2 B110**045 劉O妤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215-3 B110**016 蔡O瑜 工業管理系

誠 215-4 B110**007 陳O暄 工業管理系

誠 216-1 B110**052 廖O彤 工業管理系

誠 216-2 B110**058 吳O臻 工業管理系

誠 216-3 B110**048 張O琪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216-4 B110**009 羅O真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222-1 B110**058 蔡O真 幼兒保育系

誠 222-2 B110**055 謝O晏 幼兒保育系

誠 224-1 B110**032 黃O翎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224-2 B110**045 郭O君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224-3 B110**090 陳O樺 農園生產系

誠 224-4 B110**047 施O妤 農園生產系

誠 225-1 B110**061 林O琳 農園生產系

誠 225-2 B110**042 韓O卉 農園生產系

誠 225-3 B110**030 蔡O樺 森林系

誠 225-4 B110**008 陳O琳 社會工作系

誠 226-3 B110**041 王O婷 機械工程系

誠 226-4 B110**093 蔡O純 機械工程系

誠 227-1 M110**005 許O菁 森林系

誠 227-2 B110**057 王O潔 森林系

誠 227-3 B110**050 張O婷 生物科技系

誠 227-4 B110**028 葉O芃 生物科技系

誠 228-3 B110**062 李O恩 幼兒保育系

誠 228-4 B110**026 陳O汝 幼兒保育系

誠 302-1 B110**027 黃O宣 幼兒保育系

誠 302-2 B110**018 鄒O涵 幼兒保育系

誠 303-1 B110**015 劉O葳 生物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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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303-2 B110**004 傅O庭 生物科技系

誠 303-3 B110**025 謝O幸 幼兒保育系

誠 303-4 B110**041 廖O廷 幼兒保育系

誠 304-1 B110**021 施O薰 幼兒保育系

誠 304-2 B110**046 宋O炫 幼兒保育系

誠 304-3 B110**021 陳O伊 資訊管理系

誠 304-4 B110**022 鄭O禾 資訊管理系

誠 305-1 B110**025 楊O晞 資訊管理系

誠 305-2 B110**020 潘O君 資訊管理系

誠 305-3 B110**042 劉O棠 休閒運動健康系

誠 305-4 B110**011 賴O晴 休閒運動健康系

誠 306-4 B110**007 曹O育 幼兒保育系

誠 307-1 B110**043 黃O芹 休閒運動健康系

誠 307-2 B110**013 倪O涵 休閒運動健康系

誠 307-3 B110**083 呂O誼 企業管理系

誠 307-4 B110**071 謝O偵 企業管理系

誠 308-1 B110**026 方O薰 企業管理系

誠 308-2 B110**055 陳O芊 企業管理系

誠 308-3 B110**023 蔡O庭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308-4 B110**303 劉O玟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309-1 B110**047 張O文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309-2 B110**052 練O欣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309-3 B110**002 曾O涵 食品科學系

誠 309-4 M110**014 朱O萱 食品科學系

誠 310-1 B110**068 鄭O音 食品科學系

誠 310-2 B110**069 林O辰 食品科學系

誠 310-3 B110**054 林O 社會工作系

誠 310-4 B110**026 邱O芳 社會工作系

誠 311-1 B110**041 李O宜 社會工作系

誠 311-2 B110**009 卓O萍 社會工作系

誠 311-3 B110**004 陳O 農企業管理系

誠 311-4 B110**015 劉O婕 農企業管理系

誠 313-1 B110**043 陳O芊 農企業管理系

誠 313-2 B110**014 王O珩 農企業管理系

誠 313-3 B110**032 高O晏 水土保持系

誠 313-4 B110**006 吳O雨 水土保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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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314-1 B110**025 李O嫻 水土保持系

誠 314-2 M110**001 江O歆 水土保持系

誠 314-3 B110**003 陳O庭 應用外語系

誠 314-4 B110**032 張O婷 應用外語系

誠 315-1 B110**034 王O華 應用外語系

誠 315-2 B110**002 楊O晴 應用外語系

誠 315-3 B110**155 林O亘 餐旅管理系

誠 315-4 B110**056 魏O柔 餐旅管理系

誠 318-2 B110**029 賴O浩 生物科技系

誠 322-2 B110**014 陳O 幼兒保育系

誠 322-3 B110**039 邱O雯 幼兒保育系

誠 323-1 B110**029 高O欣 餐旅管理系

誠 323-2 B110**041 吳O芮 餐旅管理系

誠 323-3 B110**047 吳O侑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323-4 B110**008 林O琦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325-1 B110**059 林O萱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325-2 B110**035 李O蓁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誠 325-3 B110**060 陳O蓁 土木工程系

誠 325-4 B110**006 林O姍 土木工程系

誠 328-1 B110**001 張O蕎 土木工程系

誠 328-2 B110**087 李O儒 土木工程系

誠 328-3 B110**023 丁O千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誠 328-4 B110**020 侯O妤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誠 401-1 B110**034 李O誼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誠 401-2 B110**012 吳O羚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誠 401-3 M110**004 鄭O貞 工業管理系

誠 401-4 B110**076 羅O瑄 工業管理系

誠 402-1 B110**074 徐O樺 工業管理系

誠 402-2 B110**001 吳O蓁 工業管理系

誠 402-3 B110**054 鍾O羚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402-4 B110**035 胡O箏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403-1 B110**040 李O萱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403-2 B110**023 張O彤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誠 403-3 B110**076 陳O葳 農園生產系

誠 403-4 B110**021 羅O心 農園生產系

誠 404-1 B110**077 鄭O雪 農園生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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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404-2 B110**053 李O芯 農園生產系

誠 404-3 B110**001 吳O菱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誠 404-4 B110**002 陳O娟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誠 405-1 B110**034 高O淇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誠 405-2 B110**065 楊O潔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誠 405-3 B110**054 李O臻 森林系

誠 405-4 M110**011 彭O芸 森林系

誠 406-1 B110**011 李O蓉 森林系

誠 406-2 B110**031 徐O硯 森林系

誠 406-3 B110**002 王O穎 生物科技系

誠 406-4 B110**053 陳O榆 生物科技系

誠 407-1 M110**018 黃O萱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誠 407-2 M110**022 高O寧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誠 408-1 B110**018 楊O葒 生物科技系

誠 408-2 B110**012 陳O蒨 生物科技系

誠 408-3 B110**037 唐O華 植物醫學系

誠 408-4 B110**053 甘O芸 植物醫學系

誠 409-1 B110**033 許O昕 幼兒保育系

誠 409-2 B110**044 王O欣 生物科技系

誠 409-3 B110**052 李O逑 生物科技系

誠 411-1 B110**034 劉O文 植物醫學系

誠 411-2 B110**044 蘇O綺 植物醫學系

誠 411-3 B110**034 潘O綾 幼兒保育系

誠 411-4 B110**009 陳O伶 幼兒保育系

誠 413-2 B110**017 林O依 生物科技系

誠 413-3 B110**008 楊O瑩 生物科技系

誠 414-1 B110**016 林O安 幼兒保育系

誠 414-2 B110**001 劉O君 幼兒保育系

誠 414-3 B110**056 劉O珍 資訊管理系

誠 414-4 B110**009 林O蓁 資訊管理系

誠 415-1 B110**061 田O欣 資訊管理系

誠 415-2 B110**026 林O伃 資訊管理系

誠 415-3 B110**021 蔡O螢 休閒運動健康系

誠 415-4 B110**025 廖O萱 休閒運動健康系

誠 416-1 B110**019 杜O潔 休閒運動健康系

誠 416-2 B110**035 黃O淩 休閒運動健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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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416-3 B110**019 曾O瑄 企業管理系

誠 416-4 B110**062 蔡O芳 企業管理系

誠 418-1 B110**051 徐O筑 企業管理系

誠 418-2 B110**078 廖O婷 企業管理系

誠 418-3 B110**060 簡O真 水產養殖系

誠 418-4 B110**050 黃O穎 水產養殖系

誠 419-1 B110**024 張O嫻 水產養殖系

誠 419-2 B110**051 歐O閩 水產養殖系

誠 419-3 B110**044 張O亭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419-4 B110**045 黃O甄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420-1 B110**035 李O耘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420-2 B110**028 王O昕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誠 420-3 B110**093 范O榆 食品科學系

誠 420-4 B110**066 李O真 食品科學系

誠 421-1 B110**021 黃O平 生物科技系

誠 421-2 B110**043 陳O君 生物科技系

誠 422-1 B110**022 蔡O佳 食品科學系

誠 422-2 B110**030 廖O禎 食品科學系

誠 422-3 B110**039 何O晏 社會工作系

誠 422-4 M110**003 王O慧 社會工作系

誠 423-1 B109**037 陳O翔 獸醫學系

誠 424-1 B110**035 鄭O恩 社會工作系

誠 424-2 B110**003 林O菁 社會工作系

誠 424-3 B110**018 曾O怡 農企業管理系

誠 424-4 B110**045 謝O慧 農企業管理系

誠 425-1 B110**017 李O馨 農企業管理系

誠 425-2 B110**052 林O妤 農企業管理系

誠 425-3 B110**017 吳O蕙 水土保持系

誠 425-4 B110**027 彭O婷 水土保持系

誠 426-1 B110**024 黃O禎 水土保持系

誠 426-2 B110**018 邱O瑄 水土保持系

誠 426-3 B110**023 徐O溱 應用外語系

誠 426-4 B110**027 葉O豫 應用外語系

誠 427-1 B110**006 蔡O媃 應用外語系

誠 427-2 B110**016 詹O涵 應用外語系

誠 427-3 B110**033 陳O琦 餐旅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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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427-4 B110**063 蓮O潔 餐旅管理系

誠 428-3 B110**001 陳O柔 生物科技系

誠 428-4 B110**033 周O臻 生物科技系

慧 101-1 B110**049 林O慧 獸醫學系

慧 101-2 B110**050 廖O寧 獸醫學系

慧 101-3 K110**022 陳O昀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慧 101-4 B110**067 呂O萱 獸醫學系

慧 102-1 B110**064 譚O琦 獸醫學系

慧 102-2 B110**017 韋O瑀 獸醫學系

慧 102-3 B110**045 黃O儀 獸醫學系

慧 102-4 B110**051 吳O佳 獸醫學系

慧 103-1 B110**012 周O嫺 獸醫學系

慧 103-2 B110**025 巫O臻 獸醫學系

慧 103-3 B110**044 康O甄 獸醫學系

慧 103-4 B110**070 林O婷 食品科學系

慧 104-1 B110**056 林O臻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104-2 B110**047 黃O珊 工業管理系

慧 104-4 B110**066 莊O儀 工業管理系

慧 105-1 B110**009 李O樺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慧 105-2 M110**011 楊O羽 生物科技系

慧 106-2 B110**048 薛O涵 餐旅管理系

慧 107-3 B110**044 賴O捷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108-1 B110**010 洪O湲 幼兒保育系

慧 108-2 B110**051 陳O瑄 幼兒保育系

慧 108-3 B110**033 李O瑾 水產養殖系

慧 109-1 B110**005 李O儒 食品科學系

慧 109-2 B110**106 吳O霖 食品科學系

慧 109-3 B110**056 胡O妍 工業管理系

慧 109-4 B110**041 蘇O瑀 工業管理系

慧 110-2 B110**040 陳O昀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慧 110-4 B110**006 楊O合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慧 111-1 B110**050 王O儀 社會工作系

慧 111-3 B110**061 陳O萱 土木工程系

慧 111-4 B110**073 劉O蓉 土木工程系

慧 201-2 B110**047 張O慈 幼兒保育系

慧 201-3 B110**032 洪O穎 幼兒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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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201-4 B110**054 張O育 農園生產系

慧 202-3 B110**020 蔡O庭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202-4 B110**009 林O君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204-3 B110**036 許O 社會工作系

慧 205-4 B110**011 鄭O凌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206-2 B110**062 林O孜 工業管理系

慧 208-2 B110**027 温O筑 社會工作系

慧 215-4 B110**037 邱O婕 社會工作系

慧 216-3 B110**026 李O芯 植物醫學系

慧 217-1 B110**050 陳O夢 農企業管理系

慧 217-4 B110**052 李O燕 社會工作系

慧 218-2 B110**050 李O蓁 食品科學系

慧 219-3 B110**151 蔡O如 應用外語系

慧 219-4 B110**064 許O穎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221-2 B110**039 林O庭 食品科學系

慧 222-2 B110**034 曾O妍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222-3 B110**067 陳O螢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223-4 B110**042 林O喬 社會工作系

慧 224-1 B110**013 林O妤 工業管理系

慧 224-3 B110**053 陳O馨 餐旅管理系

慧 224-4 B110**042 林O亞 餐旅管理系

慧 225-3 B110**044 葉O均 農園生產系

慧 225-4 B110**046 陳O柔 農企業管理系

慧 301-1 B110**030 曾O如 工業管理系

慧 301-2 B110**031 鄭O庭 工業管理系

慧 301-3 B110**001 黃O茹 食品科學系

慧 301-4 B110**104 洪O蕎 食品科學系

慧 302-3 B110**151 藍O溱 社會工作系

慧 303-2 B110**010 林O樂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慧 303-3 B110**061 唐O芳 食品科學系

慧 303-4 B110**042 胡O華 食品科學系

慧 304-1 B110**025 胡O欣 應用外語系

慧 304-3 B110**010 徐O如 應用外語系

慧 304-4 B110**008 楊O娗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305-1 B110**016 王O葳 食品科學系

慧 305-2 B110**037 鍾O靜 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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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305-3 B110**098 許O茵 企業管理系

慧 305-4 B110**070 蔡O家 企業管理系

慧 306-1 B110**044 吳O珊 企業管理系

慧 306-2 B110**003 李O安 企業管理系

慧 306-3 M110**009 劉O霖 食品科學系

慧 306-4 B110**021 陳O珊 食品科學系

慧 307-1 B110**074 黃O瑜 食品科學系

慧 307-2 B110**058 余O葶 食品科學系

慧 307-3 B110**041 賀O甄 企業管理系

慧 307-4 B110**054 方O蘋 企業管理系

慧 308-1 B110**049 陳O萱 企業管理系

慧 308-2 B110**075 邱O毓 企業管理系

慧 308-3 B110**029 鄭O君 食品科學系

慧 308-4 B110**006 彭O柔 食品科學系

慧 309-1 B110**086 陳O蓉 食品科學系

慧 309-2 B110**062 李O嘉 食品科學系

慧 309-3 B110**053 陳O妤 幼兒保育系

慧 309-4 B110**057 李O吟 幼兒保育系

慧 310-1 B110**056 張O鳳 幼兒保育系

慧 310-2 B110**050 何O芸 幼兒保育系

慧 310-3 B110**006 蔡O萱 企業管理系

慧 310-4 B110**036 陳O蓁 企業管理系

慧 311-1 B110**045 吳O蓁 幼兒保育系

慧 312-1 B110**001 吳O蓁 企業管理系

慧 312-2 B110**042 蔡O妤 企業管理系

慧 312-3 B110**078 林O憶 食品科學系

慧 312-4 B110**080 謝O棋 食品科學系

慧 313-1 B110**008 賴O榛 食品科學系

慧 313-2 B110**067 賴O臻 食品科學系

慧 313-3 B110**011 楊O玫 幼兒保育系

慧 313-4 B110**013 張O瑩 幼兒保育系

慧 314-2 B110**017 方O蓁 應用外語系

慧 314-4 B110**046 黃O珊 社會工作系

慧 315-1 B110**030 黃O晴 幼兒保育系

慧 315-2 B110**049 李O倫 幼兒保育系

慧 315-3 B110**016 陳O瑜 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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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315-4 B110**084 施O蔓 企業管理系

慧 316-1 B110**039 江O軒 企業管理系

慧 316-2 B110**097 郭O蓁 企業管理系

慧 316-3 B110**081 鄭O希 食品科學系

慧 316-4 B110**091 許O瑋 食品科學系

慧 317-1 B110**028 林O臻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317-2 B110**010 徐O怡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慧 317-4 B110**014 鍾O萭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慧 318-1 B110**045 張O榆 食品科學系

慧 318-2 B110**107 張O蓁 食品科學系

慧 318-3 B110**043 紀O伶 幼兒保育系

慧 318-4 B110**031 謝O瑄 幼兒保育系

慧 319-1 B110**044 陳O鈺 幼兒保育系

慧 319-2 B110**008 林O妤 幼兒保育系

慧 319-3 B110**021 呂O穎 餐旅管理系

慧 319-4 B110**020 李O螢 餐旅管理系

慧 320-1 B110**068 張O若 餐旅管理系

慧 320-2 B110**054 許O瑜 餐旅管理系

慧 320-3 B110**018 洪O婷 企業管理系

慧 320-4 B110**030 周O玥 企業管理系

慧 321-1 B110**038 林O惠 食品科學系

慧 321-2 B110**019 李O 食品科學系

慧 321-3 B110**024 陳O婷 社會工作系

慧 321-4 B110**040 陳O慈 社會工作系

慧 322-1 B110**023 林O筠 社會工作系

慧 322-2 B110**013 陳O妤 社會工作系

慧 322-3 B110**028 古O柔 森林系

慧 322-4 B110**055 黃O蓁 森林系

慧 323-1 B110**032 李O心 森林系

慧 323-2 B110**020 彭O欣 森林系

慧 323-3 B110**031 林O靜 休閒運動健康系

慧 323-4 B110**001 吳O杏 休閒運動健康系

慧 324-2 B110**004 林O瑩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慧 324-4 B110**024 劉O怡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325-1 B110**010 施O茹 休閒運動健康系

慧 325-2 B110**012 朱O縉 休閒運動健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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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325-3 K110**008 劉O彤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慧 325-4 K110**006 李O儒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慧 326-1 B110**017 黃O茹 幼兒保育系

慧 327-1 K110**011 蔡O婕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慧 327-2 K110**019 林O婷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慧 327-3 B110**047 葉O妘 水土保持系

慧 327-4 B110**019 鄭O茲 水土保持系

慧 328-1 B110**015 蔡O蓉 水土保持系

慧 328-2 B110**036 陳O薰 水土保持系

慧 328-3 B110**046 王O柔 休閒運動健康系

慧 328-4 B110**009 莊O馨 休閒運動健康系

慧 329-1 B110**020 張O妡 休閒運動健康系

慧 329-2 B110**093 陳O君 農園生產系

慧 329-3 B110**008 邱O慧 農園生產系

慧 329-4 B110**040 桞O弦 水產養殖系

慧 330-1 B110**032 吳O靜 資訊管理系

慧 330-2 B110**060 林O庭 資訊管理系

慧 330-3 B110**029 簡O昕 工業管理系

慧 330-4 B110**063 許O方 工業管理系

慧 401-2 B110**035 劉O芊 植物醫學系

慧 401-3 B110**052 葉O彧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401-4 B110**021 劉O菻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402-1 B110**072 楊O鈞 工業管理系

慧 402-2 B110**038 鄭O軒 工業管理系

慧 402-3 B110**029 林O瑄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02-4 B110**050 林O琳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03-1 B110**017 許O榛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03-2 B110**004 黃O妍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03-3 B110**042 陳O宜 幼兒保育系

慧 403-4 B110**023 黃O妤 幼兒保育系

慧 404-1 B110**059 朱O珮 幼兒保育系

慧 404-2 B110**003 胡O綺 幼兒保育系

慧 404-3 B110**037 彭O瑄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04-4 B110**001 許O筑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05-1 B110**043 楊O蓁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05-2 B110**011 王O婷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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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405-3 B110**040 楊O蓁 幼兒保育系

慧 405-4 B110**004 李O蓉 幼兒保育系

慧 406-1 B110**038 鍾O璦 幼兒保育系

慧 406-2 B110**022 林O菡 幼兒保育系

慧 406-3 B110**049 林O忻 社會工作系

慧 406-4 B110**010 徐O榛 社會工作系

慧 407-1 B110**002 江O紜 社會工作系

慧 407-2 B110**020 劉O萱 社會工作系

慧 407-3 B110**027 林O萱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407-4 B110**046 陳O羽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408-1 B110**029 林O安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408-2 B110**041 蔡O璇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慧 408-3 B110**072 李O娟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慧 408-4 B110**025 陳O萱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慧 409-1 B110**007 粘O紜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慧 409-2 B110**042 陳O伃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慧 409-3 B110**068 廖O妤 工業管理系

慧 409-4 B110**046 黃O琪 工業管理系

慧 410-1 B110**036 張O瑜 工業管理系

慧 410-2 B110**055 吳O寧 工業管理系

慧 410-3 B110**018 陳O晴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慧 410-4 B110**042 邱O翎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慧 411-1 B110**007 凃O廷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慧 411-2 B110**008 林O妤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慧 411-3 B110**020 陳O韻 農企業管理系

慧 411-4 B110**031 賴O軒 農企業管理系

慧 413-1 B110**029 林O瑄 農企業管理系

慧 413-2 B110**021 蔡O妤 農企業管理系

慧 413-3 B110**014 王O文 植物醫學系

慧 413-4 B110**025 江O瑾 植物醫學系

慧 414-3 B110**022 陳O瑄 應用外語系

慧 414-4 B110**005 楊O玫 應用外語系

慧 415-1 B110**002 邵O真 植物醫學系

慧 415-2 B110**006 詹O茹 植物醫學系

慧 415-3 B110**021 林O葦 社會工作系

慧 415-4 B110**043 陳O序 社會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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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416-1 B110**005 陳O安 社會工作系

慧 416-2 B110**033 王O恩 社會工作系

慧 416-3 B110**034 郭O紜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16-4 B110**047 陳O禪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17-1 B110**025 陳O芳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17-2 B110**016 杜O亘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慧 417-3 B110**069 陳O珊 土木工程系

慧 417-4 B110**003 劉O絨 土木工程系

慧 418-1 B110**002 楊O畫 土木工程系

慧 418-2 B110**082 張O盈 土木工程系

慧 418-3 B110**098 葉O韓 食品科學系

慧 418-4 B110**032 葉O妃 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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