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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系所班別 學號 姓名 等第
P111001 台三甲 ATA109102 簡詩嫻 甲等
P111003 台三甲 ATA109105 翁翊倩 優等
P111004 台三甲 ATA109115 林筠芳 甲等
P111005 台三甲 ATA109120 黃騏均 優等
P111006 台研二甲 BTA110102 宋詩婷 甲等
P111007 幼四甲 AEC108116 賴佩妤 甲等
P111009 夜行碩三A NER109103 楊素玲 優等
P111010 夜測碩三A NMI109103 梁麗雅 優等
P111013 夜課程二A NCI110114 陳佳佩 優等
P111014 夜課程三A NCI109101 何姿宜 甲等
P111015 夜課程三A NCI109117 陽雁如 甲等
P111016 夜課碩三A NCI109122 李榮傑 特優
P111018 科二甲 ASC110107 蘇靖甯 甲等
P111019 科二甲 ASC110113 許郁婷 甲等
P111020 科二甲 ASC110116 林晏宇 甲等
P111021 科二甲 ASC110117 黃文瑜 甲等
P111022 科二甲 ASC110119 江俐諭 甲等
P111023 科二甲 ASC110120 林倖伃 甲等
P111024 科二甲 ASC110124 羅以琳 甲等
P111026 科二甲 ASC110141 鄭超元 甲等
P111032 科研二甲 BSC110103 胡桓睿 甲等
P111033 科研二甲 BSC110106 傅婕 甲等
P111036 科教四甲 ASC108120 詹承翰 甲等
P111037 科教三甲 ASC109114 吳曼如 甲等
P111038 美二甲 AAR110103 謝宜蓁 甲等
P111039 美二甲 AAR110126 許翔安 甲等
P111040 美二甲 AAR110127 蔡伊蟬 甲等
P111042 美二甲 AAR110137 彭芷琦 甲等
P111043 美二甲 AAR110140 謝佳秀 優等
P111044 美二甲 AAR110141 曹芷綾 甲等
P111045 美三甲 AAR109109 王昱婷 特優
P111046 美三甲 AAR109130 林品萱 甲等
P111047 美四甲 AAR108112 戴毓萱 甲等
P111049 美四甲 AAR108118 劉恩妤 甲等
P111050 美四甲 AAR108134 何沛雯 特優
P111052 英語三甲 AEN109134 許祐蓁 甲等
P111055 音三甲 AMU109101 郭晏孜 甲等
P111057 音三甲 AMU109133 黃意評 甲等
P111058 音四甲 AMU108101 吳羽貞 甲等
P111059 音四甲 AMU108122 張晶瑗 優等
P111060 音研二甲 BMU110101 李育瑄 甲等
P111061 音四甲 AMU107109 吳若瑜 甲等
P111065 高教三甲 BHE109108 葉正浩 特優
P111067 區社三甲 ASO109130 莊云彤 優等
P111069 區社四甲 ASO108123 黃鈺晴 甲等
P111070 區社四甲 ASO108129 彭依麗 甲等
P111072 區社研三甲 BSO109102 吳翊琳 甲等
P111074 教二甲 AEL110101 李家穎 優等
P111075 教二甲 AEL110106 呂昀蒨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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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1076 教二甲 AEL110107 周宗霈 甲等
P111078 教二甲 AEL110128 黃苡熏 甲等
P111079 教二甲 AEL110141 林玟秀 優等
P111080 教二甲 AEL110142 梁力丹 甲等
P111081 教二甲 AEL110143 張綵衣 甲等
P111083 教二甲 AEL110705 姚可瑜 優等
P111084 教三甲 AEL109102 林昀姿 甲等
P111085 教三甲 AEL109103 黃珮甄 甲等
P111086 教三甲 AEL109106 藍予妡 甲等
P111087 教三甲 AEL109117 魏翎宇 甲等
P111088 教三甲 AEL109119 許芸瑄 甲等
P111089 教三甲 AEL109121 林俞君 優等
P111090 教三甲 AEL109128 羅元佑 甲等
P111091 教三甲 AEL109129 翁荷美 甲等
P111092 教三甲 AEL109130 高馨嵐 優等
P111093 教三甲 AEL109136 鄭有為 優等
P111094 教三甲 AEL109141 鄭涵 甲等
P111095 教三甲 AEL109701 麥詠桁 甲等
P111096 教四甲 AEL108101 陳炘琇 甲等
P111097 教四甲 AEL108114 謝依伶 甲等
P111098 教四甲 AEL108115 張庭昀 優等
P111099 教四甲 AEL108124 陳奕硯 甲等
P111102 教四甲 AEL108136 張安琪 優等
P111108 教研三甲 BER109104 王寵惠 甲等
P111109 教專一乙 BTP111209 章雅嵐 優等
P111110 教專一乙 BTP111211 高宇晴 甲等
P111111 教專一乙 BTP111223 施浩宇 甲等
P111112 教專一甲 BTP111123 葉苡欣 優等
P111113 暑美碩二甲 OCA110102 王筠婷 優等
P111114 暑環碩三甲 OEE109109 簡嘉珍 優等
P111115 暑體碩三甲 OPE109116 許家綺 甲等
P111116 華碩二甲 BTC110108 陳惠均 甲等
P111118 資統三甲 BMS109111 蔡亞縉 甲等
P111119 語二甲 ALA110105 楊晴宇 甲等
P111121 語二甲 ALA110120  郭芸廷 甲等
P111122 語二甲 ALA110124 鄭郁弘 甲等
P111123 語二甲 ALA110125 張元禧 優等
P111124 語二甲 ALA110126 林俐廷 優等
P111125 語二甲 ALA110131 林芊樺 甲等
P111126 語二甲 ALA110137 吳珮菱 甲等
P111127 語二甲 ALA110147 柯欣瑜 甲等
P111128 語三甲 ALA109132 林黎兒 甲等
P111130 語三甲 ALA109102 張庭瑄 甲等
P111131 語三甲 ALA109104 張嘉美 甲等
P111132 語三甲 ALA109107 鍾念庭 甲等
P111134 語三甲 ALA109111 邱燕萍 甲等
P111135 語三甲 ALA109112 徐彩宜 甲等
P111136 語三甲 ALA109116 洪紫綾 特優
P111137 語三甲 ALA109117 沈雅婷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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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1139 語三甲 ALA109124 涂名彣 甲等

P111143 語三甲 ALA109141 曾于綺 甲等
P111146 語三甲 ALA109801 簡思穎 甲等
P111147 語四甲 ALA107101 黃禹馨 優等
P111148 語四甲 ALA107135 陳信 優等
P111149 語四甲 ALA107145 許殷綺 優等
P111150 語四甲 ALA108108 古姵瑜 甲等
P111151 語四甲 ALA108117 林曉君 甲等
P111152 語四甲 ALA108130 吳依宸 甲等
P111154 語四甲 ALA108133 陳樂安 甲等
P111155 語四甲 ALA108143 方允徽 優等
P111156 語四甲 ALA108801 楊語婕 甲等
P111157 語四甲 ALA108802 陳宜湞 甲等
P111159 語四甲 ATA108121 劉冠毅 甲等
P111160 語研二甲 BLA110105 曾庭蘭 甲等
P111161 語研二甲 BLA110107 黃韻庭 優等
P111162 語研二甲 BLA110108 袁方苓 優等
P111163 語研三甲 BLA109106 林佳瑩 特優
P111164 數二甲 AMA110108 王芊丰 甲等
P111165 數二甲 AMA110127 許舒嫻 甲等
P111166 數二甲 AMA110139 曾郁玲 甲等
P111167 數三甲 AMA109109 林靜佳 甲等
P111168 數三甲 AMA109124 邱意媗 甲等
P111170 數三甲 AMA109137 周恩宇 甲等
P111171 數三甲 AMA109145 許劭瑜 優等
P111173 數四甲 AMA108125 潘思樺 甲等
P111174 數四甲 AMA108141 張凱翔 甲等
P111175 數位二甲 ADT110124 馬亘怡 甲等
P111176 數位四甲 ADT108123 張筠絹 優等
P111179 數研三甲 BMA108113 羅浚誠 甲等
P111181 數研所二甲 BMA110104 嚴凱琳 甲等
P111183 數教二甲 AMA110131 卓志勳 甲等
P111184 數教二甲 AMA110137 柳虹曆 甲等
P111185 諮二甲 ACA110112 李珞芯 甲等
P111187 諮二甲 ACA110121 簡睿萱 優等
P111189 諮三甲 ACA109118 林祐萱 甲等
P111190 諮三甲 ACA109127 陳綵榛 優等
P111191 諮三甲 ACA109130 蔡欣宇 優等
P111195 諮四甲 ACA109107 蕭皓元 優等
P111197 體三甲 APE109108 郭芝綺 甲等
P111198 體三甲 APE109111 陳品伃 甲等
P111199 體三甲 APE109119 王宇妍 甲等
P111200 體育三甲 APE109122 劉子榕 甲等
P111201 語三甲 ALA109123 馮桑愉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