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地工電

名次 系所 姓名 名次 系所 姓名 名次 系所 姓名

1 機械系 莊勝超 20 機械系 莊東霖 49 土木系 郭力瑋

1 機械系 陳彥廷 20 機械系 李佳諺 49 機械系 施宣豪

3 機械系 黃俊凱 20 化材系 謝昀庭 49 機械系 林家翬

3 機械系 謝佳興 20 通訊系 蔡凱竹 49 電機系 賈　才

5 化學系 劉家瑋 29 物理系 陳　毅 49 資工系 黃郁凱

6 理學院學士班 李侑穎 29 理學院學士班 林志諭 49 大氣系 林岳軒

7 化學系 黃丞逸 29 電機系 鄭宇軒 49 地科系 莊詠傑

8 光電系 郭彥儒 29 通訊系 陳人豪 56 土木系 葉麗君

8 機械系 黃正毅 33 機械系 高經傑 56 機械系 李紹齊

8 機械系 吳嘉豪 33 化材系 陳美迦 56 化材系 曾冠維

8 機械系 陳賢龍 33 物理系 佘秉原 56 地科系 吳宇安

8 電機系 陳致強 33 理學院學士班 蘇昱穎 60 機械系 林俊穎

8 資工系 李舒安 33 土木系 黃俊翔 60 機械系 王韋尊

14 土木系 劉家任 33 機械系 陳定偉 60 機械系 蘇偉中

15 機械系 王子瑋 33 機械系 洪浚榮 60 化材系 侯亮瑜

15 機械系 吳金玲 33 化材系 劉欣瑜 60 大氣系 游光榮

17 電機系 劉芳瑜 33 電機系 李亭慧 65 物理系 饒高聖

17 資工系 呂明恩 42 物理系 林宇彤 65 機械系 莊昌達

17 化學系 李建賢 42 光電系 王勛逸 65 機械系 傅家容

20 理學院學士班 張臨安 42 土木系 李紫婕 65 機械系 賴儒義

20 土木系 李祐年 42 機械系 林書群 65 機械系 張　靖

20 機械系 阮澄義 42 機械系 洪川智 65 電機系 林祐寬

20 機械系 柯詩彧 42 機械系 邱祺民 65 電機系 吳佳衡

20 機械系 王彥傑 42 化材系 楊舒博 65 通訊系 詹佳容

管理學院

名次 系所 姓名 名次 系所 姓名 名次 系所 姓名

1 資訊管理學系 王貞祺 11 財務金融學系 吳欣芳 25 資訊管理學系 郭婉心

1 經濟學系 蕭　諭 11 財務金融學系 何庭瑤 25 經濟學系 李岱穎

3 經濟學系 羅怡雯 11 經濟學系 邱紫菱 25 經濟學系 黃千芸

4 資訊管理學系 張郁卿 11 經濟學系 康上恩 28 企業管理學系 黃翊宸

5 經濟學系 賴卲楷 17 企業管理學系 徐世維 28 企業管理學系 林柔謙

6 企業管理學系 吳佳鴻 17 企業管理學系 陳柏銓 28 資訊管理學系 張智雅

6 財務金融學系 龔于婷 17 企業管理學系 廖祥廷 28 資訊管理學系 杜仲倫

8 財務金融學系 孫偉哲 17 資訊管理學系 黃國是 28 財務金融學系 林卉芸

9 經濟學系 黃婷瑄 17 資訊管理學系 李訓銘 28 經濟學系 鍾采芝

10 資訊管理學系 葉紹廷 22 財務金融學系 游凱卉 28 經濟學系 蘇志婷

11 資訊管理學系 康心柔 22 財務金融學系 許紅渝 28 經濟學系 徐悅慈

11 財務金融學系 孫偉凌 22 經濟學系 林宛儒 28 經濟學系 賴妍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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