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系 組別 學測號碼 姓名 掛號單號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02605 林O博 181551-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02705 陳O彤 181552-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11428 張O菁 181553-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18901 許O菱 181554-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37401 鄭O晴 181555-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38313 李O儀 181556-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43603 張O語 181557-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43629 鄭O臻 181558-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43735 徐O媛 181559-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1701 許O淨 181560-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2916 張O嬿 181561-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6701 童O瑄 181562-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7109 金O潔 181563-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7913 郭O妤 181564-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8109 黃O婷 181565-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88533 吳O璇 181566-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97804 吳O珊 181567-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18105 蔡O蓉 181568-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23532 阮O焰 181569-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25301 熊O慈 181570-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35915 陳O昀 181571-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36017 林O彤 181572-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43606 戴O宣 181573-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46735 江O芯 181574-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68513 顏O叡 181575-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86019 陳O嘉 181576-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23608 詹O勛 181577-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25306 王O薇 181578-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31333 江O琳 181579-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33404 廖O安 181580-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51525 江O君 181581-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53605 張O婷 181582-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311601 謝O辰 181583-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1905 高O瑋 181584-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70306 許O育 181585-10245118

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315503 陳O傑 181586-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13409 黃O哲 181587-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29615 王O妤 181588-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56117 郭O妤 181589-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68605 林O伶 181590-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75134 林O岑 181591-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96711 陳O穎 181592-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63917 葉O涵 181593-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12830 黄O瑜 181594-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22221 蘇O儀 181595-102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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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23903 陳O旭 181596-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31430 侯O妃 181597-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45019 李O昕 181598-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48101 孫O晴 181599-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54607 郭O恩 181600-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70234 廖O淇 181601-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89313 凌O英 181602-10245118

特殊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90203 黃O喬 181603-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14536 劉O舞 181604-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15010 吳O萍 181605-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15830 黃O晨 181606-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23315 吳O慧 181607-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29303 黃O儀 181608-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33506 洪O彣 181609-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36926 尹O 181610-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37006 黃O嫻 181611-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38701 蔡O宇 181612-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46115 陳O彣 181613-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50321 白O璇 181614-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54329 李O潔 181615-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54929 吳O瑜 181616-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55315 易O欣 181617-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55317 陳O昀 181618-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58013 高O婷 181619-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86203 白O瑄 181620-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087333 張O云 181621-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21434 林O璿 181622-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30423 湯O琪 181623-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34925 江O靜 181624-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36829 黃O瑀 181625-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38014 鄧O宸 181626-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46234 王O筑 181627-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46301 林O嬅 181628-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50711 李O桐 181629-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57020 陳O熙 181630-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64925 黃O淳 181631-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92229 巫O瑛 181632-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23208 林O涵 181633-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32628 張O筑 181634-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41010 陳O安 181635-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316901 游O安 181636-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321713 盧O穎 181637-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305119 戴OO柔 181638-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316516 邱O瑄 181639-10245118

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150509 彭O涵 181640-102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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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不分組 10213127 黃O怡 181641-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002715 吳O㜳 181642-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064036 林O庭 181643-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091032 余O書 181644-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095803 羅O霈 181645-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102023 袁O 181646-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146227 陳O芝 181647-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288301 郭O瑄 181648-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058313 金O琳 181649-10245118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不分組 10177613 楊O馨 181650-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14330 唐O昕 181651-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29529 石O萱 181652-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31725 薛O臻 181653-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51905 潘O瑩 181654-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74735 程O菲 181655-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77021 李O媃 181656-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88205 張O榕 181657-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96515 張O璽 181658-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01112 張O瑜 181659-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12134 賴O雲 181660-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26611 黃O凡 181661-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77525 蔡O宜 181662-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79111 劉O菱 181663-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84327 林O渝 181664-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91922 籃O蓁 181665-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213511 陳O汶 181666-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217528 張O睿 181667-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270607 黃O喬 181668-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029502 陳O禎 181669-10245118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不分組 10197035 蔡O寧 181670-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04803 洪O堯 181671-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06421 林O愷 181672-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15512 蕭O馨 181673-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19416 張O翔 181674-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27530 林O存 181675-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35201 張O云 181676-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36722 許O晴 181677-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63121 歐O芳 181678-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73705 黃O綸 181679-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94403 馮O婷 181680-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99105 張O蓉 181681-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02523 郭O宸 181682-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13507 蔡O安 181683-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18117 楊O兒 181684-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22616 蘇O祐 181685-102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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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50413 邱O晴 181686-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51323 張O瑄 181687-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91618 蔣O晴 181688-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192011 鄭O琳 181689-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253517 林O樺 181690-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290632 蘇O綺 181691-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9260708 李O偉 181692-10245118

中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10004712 張O彤 181693-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015428 鄭O臻 181694-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015818 陳O佑 181695-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021521 楊O瑄 181696-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021604 黃O睖 181697-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022807 謝O婕 181698-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031309 曾O榛 181699-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054024 林O逸 181700-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150819 林O美 181701-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154502 洪O岳 181702-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157234 張O蓁 181703-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281210 楊O辰 181704-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320816 郭O傑 181705-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309515 陳O佑 181706-10245118

歷史與地理學系 不分組 10314825 李O勳 181707-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09724 劉O萱 181708-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17105 陳O妤 181709-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30402 許O晏 181710-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32821 楊O婷 181711-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48213 王O頵 181712-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48217 黃O晴 181713-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48224 初O慶 181714-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59018 殷O晴 181715-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59036 陳O君 181716-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61808 柳O婕 181717-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61920 吳O祐 181718-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64215 高O理 181719-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86434 吳O婕 181720-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93608 楊O穎 181721-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93615 易O妤 181722-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93628 張O軒 181723-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096223 宋O真 181724-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21910 林O康 181725-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22114 王O展 181726-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35913 蔡O彥 181727-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41316 羅O潔 181728-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42114 莊O堂 181729-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46703 蕭O云 181730-102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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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46713 王O岑 181731-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49613 許O紜 181732-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64224 陳O羽 181733-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73618 許O欣 181734-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73628 陳O琳 181735-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176830 陳O伃 181736-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09312 莊O昕 181737-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09320 曾O喆 181738-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23835 蘇O欣 181739-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36214 李O茜 181740-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37903 盧O惠 181741-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38935 賴O婷 181742-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52306 李O安 181743-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52404 蔡O臻 181744-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52430 吳O穎 181745-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65018 陳O薇 181746-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287223 凌O芳 181747-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310216 黃O齊 181748-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313836 賴O嘉 181749-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318514 秦O灝 181750-10245118

音樂學系 不分組 10322006 林O威 181751-10245118

音樂學系 公費生 10059016 巫O瑄 181752-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29616 曾O齊 181753-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42807 李O宸 181754-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49907 盧O宜 181755-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50713 黃O真 181756-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55113 陳O廷 181757-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76025 林O筑 181758-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94234 蔡O禎 181759-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099828 王O馨 181760-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113928 李O凌 181761-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117905 林O思 181762-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148511 劉O函 181763-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150714 李O 181764-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155434 陳O絹 181765-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226811 林O妡 181766-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230821 辜O嬅 181767-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236018 蔡O辰 181768-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296920 曾O瑩 181769-10245118

視覺藝術學系 不分組 10270736 黃O芸 181770-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05931 程O儒 181771-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06503 賴O佑 181772-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06924 黃O浚 181773-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16103 謝O嬙 181774-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16615 薛O益 181775-102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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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16625 余O寬 181776-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37229 周O卉 181777-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43906 許O瑄 181778-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049004 鍾O晏 181779-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167926 李O翰 181780-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181120 巫O亮 181781-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213327 林O岑 181782-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不分組 10215227 劉O綾 181783-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公費生甲組 10052707 蕭O 181784-10245118

英語教學系 公費生乙組 10231912 洪O惠 181785-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006323 黃O澄 181786-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058818 王O盛 181787-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078713 陳O榆 181788-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095522 謝O羽 181789-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098519 張O瑄 181790-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143236 張O讓 181791-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157724 張O鋐 181792-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179233 黃O芸 181793-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125205 張O妍 181794-10245118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不分組 10164216 潘O萱 181795-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014811 林O辰 181796-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030527 郭O良 181797-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049712 王O樺 181798-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066233 陳O晟 181799-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096924 黃O濱 181800-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156425 鍾O衡 181801-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264605 辜O琳 181802-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276907 謝O修 181803-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電子物理組 10310615 朱O翔 181804-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應用化學組 10020631 黃O恩 181805-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應用化學組 10112609 郭O妤 181806-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應用化學組 10116821 詹O皓 181807-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應用化學組 10124401 張O平 181808-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應用化學組 10154235 范O昀 181809-10245118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應用化學組 10162133 徐O緯 181810-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18417 徐O茹 181811-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23901 林O億 181812-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31426 莊O文 181813-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39033 詹O文 181814-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46915 林O緯 181815-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53214 何O恩 181816-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63735 沈O耀 181817-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73415 許O次 181818-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098531 何O祐 181819-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111616 葉O陞 181820-10245118



學系 組別 學測號碼 姓名 掛號單號

臺北市立大學
111大學部申請入學錄取暨網路報到通知郵寄名單

日期:111.6.15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118703 何O極 181821-10245118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不分組 10174734 梁O蓉 181822-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07136 孫O棋 181823-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08234 李O宏 181824-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12303 葉O堂 181825-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13228 陳O辰 181826-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19536 黃O愷 181827-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19828 黃O榕 181828-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52606 陳O澔 181829-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52723 羅O雄 181830-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63511 劉O鑫 181831-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72720 崔O閤 181832-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102134 吳O恩 181833-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102311 張O翔 181834-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113218 王O仁 181835-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167535 陳O凱 181836-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203015 廖O翔 181837-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219916 林O瓔 181838-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311627 李O宇 181839-10245118

數學系 不分組 10070905 呂O誼 181840-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042705 劉O杰 181841-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064235 葉O崴 181842-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072816 陳O姸 181843-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084323 施O臻 181844-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13228 黃O語 181845-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13325 葉O均 181846-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14706 楊O桀 181847-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35234 鄭O棋 181848-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45820 孫O 181849-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57230 洪O妤 181850-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67631 洪O翔 181851-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91109 黃O誌 181852-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246226 王O樂 181853-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不分組 10147901 高O倫 181854-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APCS組 10021435 沈O 181855-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APCS組 10049802 廖O智 181856-10245118

資訊科學系 APCS組 10312929 游O丞 181857-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003307 柯O翰 181858-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026335 林O恩 181859-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107927 何O曦 181860-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122801 張O榮 181861-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154231 朱O宇 181862-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161407 吳O維 181863-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186535 曾O涵 181864-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201515 楊O 181865-10245118



學系 組別 學測號碼 姓名 掛號單號

臺北市立大學
111大學部申請入學錄取暨網路報到通知郵寄名單

日期:111.6.15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225029 吳O瑜 181866-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315211 鄭O 181867-10245118

體育學系 不分組 10318036 李O豐 181868-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05402 葉O豪 181869-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06210 林O妮 181870-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15718 王O倫 181871-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25001 賴O誼 181872-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29727 黃O逸 181873-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30830 王O彤 181874-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42916 謝O恩 181875-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43501 葉O靖 181876-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84322 張O赫 181877-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84324 劉O展 181878-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85102 姚O光 181879-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94801 蔡O軒 181880-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111412 梁O甯 181881-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131229 黃O瑜 181882-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151422 李O云 181883-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161814 范O筑 181884-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167902 黃O柔 181885-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194825 楊O凱 181886-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272220 鍾O庭 181887-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273232 林O恩 181888-10245118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不分組 10081527 王O 181889-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06234 龔O璇 181890-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06801 胡O豪 181891-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07436 李O均 181892-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08236 張O亞 181893-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18832 林O楷 181894-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26211 洪O恩 181895-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26836 張O婗 181896-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34902 馮O惟 181897-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37409 呂O綸 181898-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51232 陳O翰 181899-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52019 張O媛 181900-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60605 陳O芸 181901-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60829 周O傑 181902-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88014 賴O毅 181903-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122511 游O翔 181904-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126920 趙O理 181905-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141128 林O蓁 181906-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141413 謝O翰 181907-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169222 陳O誌 181908-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178131 朱O逸 181909-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219104 蕭O程 181910-102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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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231722 翁O薇 181911-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232620 林O儒 181912-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247025 蔡O亘 181913-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267529 張O安 181914-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312725 卓O鋅 181915-10245118

運動健康科學系 不分組 10038114 楊O晴 181916-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19002 盧O穎 181917-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26729 童O淳 181918-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30802 蘇O晴 181919-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62634 王O堯 181920-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69524 梁O晴 181921-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76208 高O葳 181922-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76422 藍O薰 181923-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078901 江O靜 181924-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101721 洪O佑 181925-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121536 李O宇 181926-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129322 陳O琳 181927-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144015 胡O媞 181928-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144527 劉O諭 181929-10245118

城市發展學系 不分組 10271734 黃O倫 181930-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006632 邱O辰 181931-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023628 何O璇 181932-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037712 秦O雅 181933-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069701 陳O妤 181934-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100135 張O棻 181935-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101417 林O綺 181936-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101711 賴O榛 181937-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135929 徐O甫 181938-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165329 鍾O羽 181939-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003132 段O文 181940-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031308 蔡O春 181941-10245118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不分組 10127309 鍾O芸 181942-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17808 林O羽 181943-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26131 温O 181944-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28515 朱O恩 181945-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30601 黃O佑 181946-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31711 胡O臻 181947-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41730 許O妤 181948-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68717 黃O文 181949-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71334 葛O 181950-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71402 羅O萍 181951-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083120 謝O姍 181952-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119217 劉O廷 181953-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278420 陳O萬 181954-10245118

衛生福利學系 不分組 10311225 游O淳 181955-102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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