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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4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04-003 陳駿彥 已報到
20-004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04-008 李權祐 已報到
20-004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04-042 尤菖逸 已報到
25-004 電機工程系(電子) 25-004-002 鄭郁璇 已報到
25-004 電機工程系(電子) 25-004-017 王宜帆 已報到
25-004 電機工程系(電子) 25-004-018 古宏智 已報到
25-005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05-003 鄒佩潔 已報到
25-005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05-013 沈咸褌 已報到
25-005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05-035 謝宜芳 已報到
25-005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05-036 張嘉祐 已報到
25-005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05-060 顏翊真 已報到
25-005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05-071 王益柏 已報到
25-006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06-001 黃漢軒 已報到
25-006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06-045 吳秉宸 已報到
25-006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06-051 吳聖翊 已報到
25-006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06-070 孫文浩
25-007 光電工程系(電子) 25-007-001 周柏瑜 已報到
25-007 光電工程系(電子) 25-007-004 蔡政廷 已報到
25-007 光電工程系(電子) 25-007-013 石國良 已報到
30-006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工) 30-006-015 呂睿彬 已報到
30-006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工) 30-006-022 羅昇宇 已報到
30-006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工) 30-006-024 謝華庭
30-006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工) 30-006-049 曾結祥 已報到
30-006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工) 30-006-085 司雯葶 已報到
30-007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化工) 30-007-002 王捷安 已報到
30-007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化工) 30-007-016 徐紫軒 已報到
34-001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紡化) 34-001-005 謝振庭
34-001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紡化) 34-001-008 鄭仰珮 已報到
40-007 土木工程系(土木) 40-007-001 李宇宸 已報到
40-007 土木工程系(土木) 40-007-014 藍右修 已報到
40-007 土木工程系(土木) 40-007-035 傅宇辰 已報到
40-007 土木工程系(土木) 40-007-036 吳政庭 已報到
40-007 土木工程系(土木) 40-007-037 謝政廷 已報到
40-008 建築系(土木) 40-008-008 蕭嘉柔 已報到
40-008 建築系(土木) 40-008-013 邱㇐弘 已報到
55-002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工程) 55-002-001 羅浚瑀 已報到
55-003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工程) 55-003-002 鄭君宇 已報到
60-013 應用英文系(商業) 60-013-001 吳鎮宇 已報到
60-013 應用英文系(商業) 60-013-005 周怡安 已報到
60-013 應用英文系(商業) 60-013-022 江紹楓 已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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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4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014-022 郭曜 已報到
60-014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014-030 蘇語婕 已報到
60-014 經營管理系(商業) 60-014-033 蒲欣妤 已報到
65-004 經營管理系(資管) 65-004-001 張婉柔 已報到
65-004 經營管理系(資管) 65-004-002 黃伊文 已報到
65-005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資管) 65-005-005 陶駿翔 已報到
65-005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資管) 65-005-019 廖群勝 已報到
65-005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資管) 65-005-039 羅育辰 已報到
80-006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工設) 80-006-001 黃冠博 已報到
80-006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工設) 80-006-009 陳冠宇 已報到
80-007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工設) 80-007-005 林昀錚
80-007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工設) 80-007-016 盧彥碩 已報到
85-004 文化事業發展系(商設) 85-004-003 黃禹瑄
85-004 文化事業發展系(商設) 85-004-005 莊宜璇 已報到
85-004 文化事業發展系(商設) 85-004-019 林義翔 已報到
85-004 文化事業發展系(商設) 85-004-021 黃品嘉 已報到
85-005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商設) 85-005-017 蔡宜耘 已報到
85-006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商設) 85-006-013 陳怡文 已報到
85-006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商設) 85-006-025 陳麒安 已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