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舍名稱 宿舍編號 學號 姓名 性別 系別

第一宿舍 8105A 19114135 楊O學 男

第一宿舍 8105C 19119154 黃O諴 男

第一宿舍 8105D 18101102 崔O玹 男

第一宿舍 8105E 17119103 李O維 男

第一宿舍 8105F 19122148 吳O吉 男

第一宿舍 8201A 18304128 吳O翰 男

第一宿舍 8201B 18118125 何O緯 男

第一宿舍 8201C 18118138 吳O軒 男

第一宿舍 8202A 17109129 王O生 男

第一宿舍 8202B 17109108 陳O儒 男

第一宿舍 8202C 17109205 楊O軍 男

第一宿舍 8203A 19103141 洪O斌 男

第一宿舍 8203B 18105105 鄭O為 男

第一宿舍 8203C 19311103 陳O名 男

第一宿舍 8203D 19311116 林O傑 男

第一宿舍 8204A 18104339 曾O量 男

第一宿舍 8204B 18104240 胡O鑫 男

第一宿舍 8204C 18104256 賴O御 男

第一宿舍 8204D 18104317 周O昇 男

第一宿舍 8205A 19108234 陳O瑋 男

第一宿舍 8205B 19108216 張O榿 男

第一宿舍 8205C 19108217 陳O佑 男

第一宿舍 8205D 19108225 曾O穎 男

第一宿舍 8206A 19117220 林O均 男

第一宿舍 8206B 17104154 周O達 男

第一宿舍 8206C 19117230 林O翔 男

第一宿舍 8206D 19117139 周O耀 男

第一宿舍 8207A 18114207 洪O竣 男

第一宿舍 8207B 19102112 楊O緯 男

第一宿舍 8207C 19318131 方O文 男

第一宿舍 8208A 19318130 廖O州 男

第一宿舍 8208B 19102245 曾O億 男

第一宿舍 8208C 19103154 比O琳 男

第一宿舍 8209A 19315133 許O霖 男

第一宿舍 8209B 19115248 吳O恩 男

第一宿舍 8209C 19309128 周O鴻 男

第一宿舍 8209D 19315129 陳O翰 男

第一宿舍 8210A 18113134 林O任 男

第一宿舍 8210B 17122102 蕭O勇 男

第一宿舍 8210C 19637104 郭O政 男

第一宿舍 8210D 19101116 龔O翔 男

第一宿舍 8211A 17113101 謝O智 男

第一宿舍 8211B 15124109 林O宏 男

第一宿舍 8211C 19115214 葉O泓 男

第一宿舍 8211D 16310104 邱O綸 男

第一宿舍 8212A 19309123 張O 男

第一宿舍 8212B 19309116 李O志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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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212C 19121126 林O諺 男

第一宿舍 8212D 19118133 蔡O奇 男

第一宿舍 8220B 17109139 魏O戎 男

第一宿舍 8220C 18114115 王O景 男

第一宿舍 8221A 19123146 林O愷 男

第一宿舍 8221B 19319130 梁O寅 男

第一宿舍 8221C 19119124 尤O翔 男

第一宿舍 8221D 18119203 蕭O哲 男

第一宿舍 8222A 18113220 馬O鴻 男

第一宿舍 8222B 18113114 力O程 男

第一宿舍 8222C 18113210 林O嘉 男

第一宿舍 8222D 18113206 傅O立 男

第一宿舍 8223A 19315137 陳O堯 男

第一宿舍 8223B 17122158 林O鈞 男

第一宿舍 8223C 19315123 許O棠 男

第一宿舍 8223D 18318110 楊O名 男

第一宿舍 8224A 19104110 蘇O浩 男

第一宿舍 8224B 19104201 干O民 男

第一宿舍 8224C 19104122 黃O喆 男

第一宿舍 8224D 19104333 蔡O祐 男

第一宿舍 8301A 20103101 陳O耘 男 應用外語系

第一宿舍 8301B 20103115 張O祐 男 應用外語系

第一宿舍 8301C 20103119 吳O陞 男 應用外語系

第一宿舍 8301D 20103128 李O義 男 應用外語系

第一宿舍 8302C 17114139 林O宇 男

第一宿舍 8303A 19114234 李O碩 男

第一宿舍 8303B 18301105 李O紘 男

第一宿舍 8303D 17118143 周O陞 男

第一宿舍 8304A 19101122 張O中 男

第一宿舍 8304C 19119158 陳O豪 男

第一宿舍 8304D 20115101 鄒O祐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305A 18119127 曾O越 男

第一宿舍 8305B 18102201 郭O龍 男

第一宿舍 8305C 20633105 方O勝 男 經營管理研究所

第一宿舍 8305D 18123108 葉O佑 男

第一宿舍 8306A 20114208 陳O楷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306B 20114216 張O琛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306C 20114118 張O君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307A 19107137 楊O豪 男

第一宿舍 8307B 19107133 孫O夫 男

第一宿舍 8307C 19107250 陳O翰 男

第一宿舍 8307D 19107216 梁O瑋 男

第一宿舍 8308A 19110103 許O智 男

第一宿舍 8308B 19102204 張O愷 男

第一宿舍 8308C 19103149 林O軒 男

第一宿舍 8308D 19123102 游O喬 男

第一宿舍 8309A 19104227 黃O恩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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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309B 19104305 盧O元 男

第一宿舍 8309C 19104213 謝O安 男

第一宿舍 8309D 19104231 黃O維 男

第一宿舍 8310A 19109226 簡O皓 男

第一宿舍 8310B 19109208 葉O軒 男

第一宿舍 8310C 19109139 陳O諺 男

第一宿舍 8310D 19109215 周O俊 男

第一宿舍 8311A 19313135 吳O澤 男

第一宿舍 8311B 19113236 楊O珉 男

第一宿舍 8311C 19113240 簡O 男

第一宿舍 8311D 19113214 林O恩 男

第一宿舍 8312A 18115133 黃O煜 男

第一宿舍 8312B 19105156 鄭O誠 男

第一宿舍 8312C 17105256 黃O哲 男

第一宿舍 8312D 19114129 林O呈 男

第一宿舍 8317A 17104211 鄭O翔 男

第一宿舍 8317B 17104219 李O誠 男

第一宿舍 8317C 18104327 古O章 男

第一宿舍 8317D 17104303 尤O亨 男

第一宿舍 8318A 19119265 嚴O騰 男

第一宿舍 8318B 19105259 范O瑋 男

第一宿舍 8318C 19115247 蔡O憑 男

第一宿舍 8318D 19119237 謝O龍 男

第一宿舍 8319A 19109129 李O承 男

第一宿舍 8319B 19108127 潘O儒 男

第一宿舍 8319C 19108241 秦O澤 男

第一宿舍 8319D 19108203 林O毅 男

第一宿舍 8320A 19301134 顏O辰 男

第一宿舍 8320B 19105223 葉O瑋 男

第一宿舍 8320C 18105242 劉O文 男

第一宿舍 8320D 19105108 林O光 男

第一宿舍 8321A 19102119 林O凱 男

第一宿舍 8321B 19102151 蔡O圻 男

第一宿舍 8321C 19308142 王O銘 男

第一宿舍 8321D 19102202 黃O恩 男

第一宿舍 8322A 19104112 林O翰 男

第一宿舍 8322B 19104146 吳O錴 男

第一宿舍 8322C 19104137 傅O真 男

第一宿舍 8322D 19104217 周O呈 男

第一宿舍 8401A 19115141 邱O佑 男

第一宿舍 8401B 19115107 范O程 男

第一宿舍 8401C 19113207 吳O宇 男

第一宿舍 8401D 19115108 王O瑋 男

第一宿舍 8401E 19115140 黃O傑 男

第一宿舍 8401F 19113133 廖O斌 男

第一宿舍 8402A 19101107 李O佑 男

第一宿舍 8402B 19115114 陳O宏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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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402C 19101146 陳O諺 男

第一宿舍 8402D 19118139 徐O評 男

第一宿舍 8402E 19101123 陳O棟 男

第一宿舍 8402F 19301104 陳O平 男

第一宿舍 8403A 19116219 洪O賢 男

第一宿舍 8403B 19116191 林O瑨 男

第一宿舍 8403C 19116212 李O峰 男

第一宿舍 8403D 19116211 黃O瑋 男

第一宿舍 8403E 19116177 蕭O銘 男

第一宿舍 8403F 19116220 陳O佑 男

第一宿舍 8404A 17118106 戴O宏 男

第一宿舍 8404B 17118107 李O鴻 男

第一宿舍 8404C 17118125 潘O豪 男

第一宿舍 8404D 17118128 吳O文 男

第一宿舍 8404E 17118146 尤O誠 男

第一宿舍 8404F 18308112 吳O文 男

第一宿舍 8407B 20104317 鄭O文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7C 20104321 許O傑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7D 20104322 王O勝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7E 20104326 王O鵬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8B 20104336 謝O祐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8C 20304110 黃O賢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8D 20304118 菜O昌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8E 20304120 陳O白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9B 20104101 張O勛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9C 20104109 洪O堡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9D 20104113 林O樺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9E 20104115 梁O彬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09F 20104118 洪O宸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0A 20104122 梁O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0B 20104125 陳O宇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0C 20104131 張O瑋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0D 20104138 蔡O晉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0E 20104139 陳O琛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1A 20104202 陳O樺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1B 20104209 張O翔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1C 20104211 馮O穎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1D 20104216 陳O澔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1E 20104221 彭O凱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2A 20104227 吳O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2B 20104228 吳O峻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2C 20104232 李O哲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2D 20104304 侯O勳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2E 20104313 張O博 男 室內設計系

第一宿舍 8417A 17116101 林O衡 男

第一宿舍 8417B 19104232 林O丞 男

第一宿舍 8417C 20102131 王O靖 男 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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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417D 20123124 李O賢 男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418A 20102233 吳O雄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8B 20102117 何O佑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8C 20302143 林O豪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8D 20114254 郭O軒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9A 20102123 吳O頡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9B 20102127 陳O凰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9C 20102132 董O樺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9D 20102138 洪O詰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19E 20102146 黃O忠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0A 20102150 許O棠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0B 20102151 黃O翰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0D 20102154 林O鈞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0E 20102160 黃O杰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0F 20102164 楊O銘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1B 20102172 鄭O霖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1C 20102201 余O育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1D 20102223 郭O辰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2A 20105245 楊O頴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2B 20114239 茆O程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2C 20302151 鍾O士 男 企業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2E 20105131 周O安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422F 20105236 李O凱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1A 20105101 呂O恩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1B 20105102 賴O丞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1C 20105105 許O晉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1D 20105111 葉O智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1E 20105114 賴O吉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2A 20105117 陳O勳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2B 20105129 林O義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2C 20105132 張O紹邑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2D 20105133 許O宸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2E 20105134 黃O博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3A 20105135 盧O祥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3B 20105204 吳O佑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3C 20105209 楊O霖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3D 20105226 林O琮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3E 20105229 吳O達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4B 20105257 許O瑋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4D 20110148 蔡O財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4E 20119259 楊O綸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4F 20305101 蔡O宇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5B 20119252 吳O唯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5C 20119226 黃O通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5D 20119225 陳O宏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5E 20119134 張O舜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5F 20119227 劉O瑋 男 行銷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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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506A 20119262 竇O福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6B 20119130 郭O辰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6C 20119142 黃O嘉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6D 20119102 涂O麒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6E 20119125 陳O聖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7A 20104210 劉O銘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7B 20101136 吳O志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7C 20114155 郭O昌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7D 20119168 歐O榮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7E 20119204 龔O任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7F 20127103 蔡O霖 男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508A 20119230 李O賢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8B 20119232 鄭O儀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8C 20119243 黃O祐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8D 20119247 陳O麒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8E 20119251 林O恩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9A 20319124 黃O璿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9B 20319131 郭O廷 男 行銷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9D 20111148 周O宏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9E 20111149 柯O新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09F 20111107 吳O宣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0A 20111104 賴O謙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0B 20111139 吳O富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0C 20111138 王O祥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0E 20111103 侯O哲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1A 20114223 謝O恩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1B 20114138 施O維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1C 20114124 徐O懷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1D 20114123 周O霖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1E 20114103 林O峰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1F 20114207 吳O誠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2A 20114119 翁O銘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2B 20114106 陳O勛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2C 20114147 曾O瑋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2D 20114115 楊O鈞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2E 20114238 劉O利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2F 20114255 夏O凱 男 流通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7A 20118107 陳O緯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7B 20318117 黃O霖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7C 20118108 陳O霖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7D 20318121 吳O宏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8A 20118126 劉O寰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8B 20318127 吳O恩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8C 20318102 林O傑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8D 20318136 唐O穎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9A 20122132 林O鋒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9B 20122133 廖O詳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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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519C 20114226 吳O誌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9D 20114127 吳O霖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19E 20311108 沈O傑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0A 19116135 許O富 男

第一宿舍 8520B 19102125 宋O紹 男

第一宿舍 8520D 18113265 陳O華 男

第一宿舍 8520E 18116127 昂O烱 男

第一宿舍 8521A 20102169 吳O祖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1B 20102167 許O中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1C 20114257 楊O學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1D 20102174 呂O任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1E 20122111 潘O宇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1F 20314117 江O賢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2A 20122117 陳O良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2B 20122121 周O凱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2C 20122123 林O辰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2D 20122124 廖O承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522E 20122135 柯O耀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01B 20127106 褚O源 男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01D 20107103 陳O義 男 流行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1E 20107212 陳O漢 男 流行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2A 20115116 徐O甫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2B 20115110 宋O順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2C 20115115 洪O傑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2D 20115118 陳O廷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2E 20115119 張O亮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3A 20115123 陳O至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3B 20115124 許O翰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3C 20115125 許O平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3E 20115127 許O傑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3F 20315111 呂O澤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4B 20115130 劉O辰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4D 20115132 溫O宸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4E 20115134 周O皜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4F 20115204 廖O富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5B 20115205 林O安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5C 20115207 李O輝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5D 20115209 劉O松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5E 20315103 陳O凡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5F 20115117 白O銘 男 電腦與通訊系

第一宿舍 8606A 20108109 黃O維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6B 20108114 吳O毅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6C 20108119 江O儒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6E 20108124 陳O祥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6F 20308108 楊O麒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7A 20108128 吳O承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7B 20108129 林O芠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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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607D 20108133 韓O恩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7E 20108137 邱O詠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8A 20108138 侯O志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8B 20108140 王O源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8C 20108143 李O哲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8E 20108202 廖O弘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8F 14108277 張O文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9B 20108214 葉O勛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9C 20108215 傅O耀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9D 20108220 潘O樺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9E 20108222 朱O杰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09F 20108225 蔡O熙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0A 20108227 卜O榕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0B 20108229 游O善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0C 20108238 馮O誌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0D 20108240 程O錡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1A 20110101 林O安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1B 20110104 蕭O穎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1C 20110120 蔡O恩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1D 20110133 陳O勛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1E 20110143 謝O恆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2A 20110147 呂O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2B 20110159 林O鍏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2D 20110160 黃O霖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2E 20119119 陳O霖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2F 20119140 蕭O智 男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7A 20105208 吳O漢 男 金融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7B 20108146 陳O憲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7C 20108102 豐O杰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7D 20308101 邱O鈞 男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8A 20111120 郭O逸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8B 20111102 施O恩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8C 20111153 鄭O台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8D 20111147 張O華 男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619A 19316151 黃O暉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19B 19A82149 黃O漛 男 行銷管理科

第一宿舍 8619C 18114109 張O珽 男

第一宿舍 8619E 18116271 黃O翰 男

第一宿舍 8620A 20116235 陳O憲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20B 20116229 戴O慶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20C 20125123 杜O倫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0D 20125126 曾O楷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0E 20125131 邱O華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0F 20125122 吳O宇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1A 20116141 黃O遠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21B 20125139 柯O余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1C 20116262 許O豪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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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621D 20125138 黃O彰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1E 20116139 朱O瑋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21F 20116143 周O弘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22A 20125132 洪O霖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2B 20125133 張O耀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2C 20125128 潘O忠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2D 20125104 石O桓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622E 20116205 鍾O宸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622F 20125150 湯O恩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01A 20116011 張O翯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1B 20116107 陳O志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1C 20116113 林O哲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1D 20116117 溫O銓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1E 20116132 陳O哲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2B 20116145 蔡O翰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2C 20116171 陳O獻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2D 20116147 顏O恩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2E 20116148 林O廷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3A 20116149 曾O樺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3B 20116154 陳O翰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3C 20116158 梁O偉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3E 20116161 林O翔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4B 20116163 鄭O豪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4D 20116164 葉O瑋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4E 20116169 王O智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4F 20116202 蔡O軒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5B 20116207 林O德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5D 20116209 黃O彥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5E 20116224 洪O廷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5F 20116226 鄭O翔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6A 20116232 王O宇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6B 20116234 黃O樺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6C 20116242 蔡O葳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6D 20316115 張O傑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6E 20116250 王O杰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7A 20116252 賴O文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7B 20116253 魏O志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7C 20116254 黃O罡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7D 20116259 陳O逢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7E 20116260 黃O燁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708B 20125105 劉O華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08C 20125115 蔡O璋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08D 20125118 羅O謙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08E 20125127 陳O甫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09B 20125129 歐O昇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09D 20125142 蔡O翰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09E 20125143 陳O澤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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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709F 20325112 吳O澔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710A 20118127 林O承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0B 20118129 張O愷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0C 20118134 蔡O賢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0E 20118150 高O華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0F 20119167 林O珏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1A 20121104 魯O安 男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一宿舍 8711B 20121120 王O凱 男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一宿舍 8711C 20121131 劉O銘 男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一宿舍 8711E 20304134 葉O泰 男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一宿舍 8712B 20117105 高O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12D 20117110 簡O辰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12E 20117111 石O任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12F 20117114 鄭O豪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17A 20113116 張O宏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717B 20113119 郭O安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717C 20113210 洪O緯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717D 20113121 詹O平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718A 20113214 李O穎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718B 20113203 吳O穎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718C 20101103 陳O昇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8D 20101112 洪O淳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9A 20301132 吳O瑋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9B 20313129 陳O侑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9C 20318101 葉O斌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9D 20318110 田O恩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9E 20318115 吳O諻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19F 20313128 黃O凱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20B 20114256 余O翰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20C 20118106 蔡O恩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20D 20118116 黃O澄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20E 20118122 馮O剛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20F 20118123 簡O洺 男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一宿舍 8721B 20117115 卓O佑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1C 20117122 黃O杉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1D 20117123 蔡O勤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1E 20117146 張O隆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1F 20117149 李O霆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2A 20117161 許O勛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2B 20117204 林O頤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2C 20117214 賴O助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2D 20117224 朱O琛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722E 20117225 黎O強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801A 20117231 張O志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801B 20117234 蔡O樺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801C 20117239 謝O成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801D 20117243 陳O君 男 表演藝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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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801E 20117249 鄭O寶 男 表演藝術系

第一宿舍 8802B 20101101 郭O佳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2C 20101104 許O誠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2D 20101108 陳O凱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2E 20101109 王O釗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3A 20101110 郭O叡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3B 20101113 陳O霖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3C 20101121 林O彬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3D 20101124 鄭O傑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3E 20101128 顏O慶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4B 20101129 余O堉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4C 20301103 徐O志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4D 20301105 劉O澔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4E 20301118 楊O恩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4F 20301125 蕭O文 男 資訊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05B 20109102 廖O恩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5D 20109108 葉O恩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5E 20109113 盧O珵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5F 20109125 向O毫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6A 20109127 王O傑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6B 20109134 黃O昇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6C 20109135 冷O慶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6E 20109136 邱O群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7A 20109138 蔡O翔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7B 20109140 陳O成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7C 20109204 洪O恩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7D 20109205 羅O翔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7E 20109211 邱O軒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8A 20309102 蔡O展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8B 20309106 劉O照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8C 20309109 林O鋕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8D 20309110 許O安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8E 20309113 陳O誠 男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09B 20113104 高O謙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09C 20113106 王O豐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09D 20113113 林O叡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09E 20113117 徐O融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09F 20113124 劉O霖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0A 20113130 邵O銘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0B 20113131 陳O廷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0C 20113133 龔O盛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0E 20113204 劉O傑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1A 20113211 胡O彥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1B 20113215 宋O勳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1C 20313113 陳O霖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1E 20313121 賴O呈 男 資訊工程系

第一宿舍 8817A 20125110 林O維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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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8817B 20116261 陳O樺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17C 20125111 安O殊 男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一宿舍 8817D 20316104 周O亘 男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一宿舍 8818A 20122115 郭O辰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18B 20122149 何O摯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18C 20122120 謝O荃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18D 20122155 蔡O澤 男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一宿舍 8820B 19113222 林O偉 男

第二宿舍 7103A 20633114 丁O 女 經營管理研究所

第二宿舍 7103C 20319135 林O秀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105A 19103115 黃O澐 女

第二宿舍 7105C 18101101 許O珊 女

第二宿舍 7105D 18122101 阮O慧 女

第二宿舍 7106A 19101120 林O薇 女

第二宿舍 7106C 19119156 葛O瑄 女

第二宿舍 7106D 19123125 張O妍彣 女

第二宿舍 7201A 20127101 趙O翎 女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1B 20127102 陳O玲 女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1C 20127104 曾O萍 女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1D 20127105 李O臻 女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2A 20127107 黃O 女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2B 20127108 雍O鈞 女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2C 20127114 邵O雯 女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3A 20107119 林O娟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203B 20107220 莊O茹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203C 20107238 阮O蘭英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205A 19309129 郭O彤 女

第二宿舍 7205B 19118122 趙O虹 女

第二宿舍 7205C 20118139 謝O庭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5D 20318104 陳O茹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6A 20114231 孫O媗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6B 20118109 林O絨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6C 20118152 林O靜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6D 20318103 許O玲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7A 20313133 劉O婷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7B 20318128 盧O瑩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7C 20118103 鄭O馨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7D 20318106 許O庭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8A 20118130 陳O如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8B 20118135 黃O屏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8C 20118146 陳O汶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8D 20301136 林O庭 女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209A 20123118 鄭O靜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9B 20123119 黃O如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9C 20123125 陳O涵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09D 20123110 林O妤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10A 20123115 張O淑瑜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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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210B 20123116 劉O勤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10C 20103117 王O荇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210D 20103135 曾O綺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211A 20106108 劉O惠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1B 20106119 林O俐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1C 20106124 潘O意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1D 20123111 田O方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12A 20106105 許O渝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2B 20106103 李O沁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2C 20315118 陳O仱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2D 20106102 邱O雅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3A 20123104 林O穎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13B 20123105 李O諄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13C 20313122 楊O雯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13D 20125135 林O璇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17A 20106139 陳O方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7B 20106101 郭O梅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7C 20106126 邱O萍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7D 20106134 吳O綺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7E 20106140 戴O耘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8A 20106131 黃O淳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8B 20106132 楊O瑜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8C 20106113 洪O伶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8D 20106114 劉O秀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8E 20106110 李O瑋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8F 20106104 羅O喻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9A 20106106 謝O蓉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9B 20106107 陳O方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9C 20106133 溫O梅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9D 20106125 林O瑄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9E 20106128 葉O柔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19F 20106129 莊O雯 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第二宿舍 7220A 20123101 陳O怡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20B 20123102 陳O慧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20C 20123103 李O萱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20D 20123107 陳O絜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20E 20123108 柯O穗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221A 18123132 高O媛 女

第二宿舍 7221B 18123107 杜O祈 女

第二宿舍 7221C 18123134 方O櫻 女

第二宿舍 7221D 18123102 張O筑 女

第二宿舍 7221E 18123112 龔O鍈 女

第二宿舍 7221F 19107231 劉O淇 女

第二宿舍 7222A 18110145 黃O柔 女

第二宿舍 7222B 18120138 柯O如 女

第二宿舍 7222C 18105158 方O綺 女

第二宿舍 7222E 19123151 許O萍 女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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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222F 18105161 盧O芳 女

第二宿舍 7223A 18107224 林O庭 女

第二宿舍 7223B 18107141 簡O秀 女

第二宿舍 7223C 18107130 曾O儀 女

第二宿舍 7223D 18107227 黃O呈 女

第二宿舍 7223E 18107203 王O 女

第二宿舍 7223F 18107156 邱O茹 女

第二宿舍 7225A 19114237 古O璇 女

第二宿舍 7225B 19111129 林O莉 女

第二宿舍 7225C 19114247 陳O君 女

第二宿舍 7225D 19114249 李O禧 女

第二宿舍 7225E 19114232 吳O池 女

第二宿舍 7225F 19114231 陳O妡 女

第二宿舍 7226A 19114241 趙O萱 女

第二宿舍 7226B 19114143 張O郁 女

第二宿舍 7226C 19114134 黃O宣 女

第二宿舍 7226D 19102113 詹O璇 女

第二宿舍 7226E 19108120 林O妤 女

第二宿舍 7226F 19102110 蔡O湘 女

第二宿舍 7227A 19104320 女

第二宿舍 7227B 19104323 戴O妙 女

第二宿舍 7227C 19104327 俞O琪 女

第二宿舍 7227D 19104353 林O卉 女

第二宿舍 7227E 19104312 鄭O玲 女

第二宿舍 7227F 19104313 杜O萱 女

第二宿舍 7228A 19125147 黃O 女

第二宿舍 7228B 19116119 陳O婷 女

第二宿舍 7228C 19116109 任O玟 女

第二宿舍 7228D 19116112 陳O玗 女

第二宿舍 7228E 19116113 羅O絃 女

第二宿舍 7228F 19109111 朱O瑩 女

第二宿舍 7229A 19102206 黃O琳 女

第二宿舍 7229B 19102208 朱O珍 女

第二宿舍 7229C 19102207 杜O怡 女

第二宿舍 7229D 19102257 李O涵 女

第二宿舍 7229E 19102228 吳O寧 女

第二宿舍 7229F 19102238 林O軒 女

第二宿舍 7301A 20103102 方O雯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1B 20103103 曾O恩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1C 20103104 陳O彣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1D 20103105 陳O潔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1E 20103107 宋O棋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2A 20103108 林O涵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2B 20103116 張O毓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2C 20103131 許O馨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2D 20103137 胡O融 女 應用外語系

第二宿舍 7302E 20315108 黃O瑄 女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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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303B 20102102 黃O喻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3C 20102104 魏O萱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3F 20102119 郭O慈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5A 20102120 楊O萱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5B 20102125 李O靜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5C 20102126 謝O薰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5D 20102128 王O羚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5E 20102130 黃O若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6A 20102136 曹O婕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6B 20102137 許O嘒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6C 20102222 莊O榛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6D 20105260 李O盈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6E 20119146 廖O均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6F 20119160 王O藝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7B 20102139 黃O瑄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7C 20102141 張O綺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7D 20102142 陽O晴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7E 20102143 吳O宸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7F 20102158 梁O勻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8B 20102216 張O庭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8D 20102112 鄭O予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8E 20102225 林O心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8F 20102228 許O銹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9A 20102230 曾O儀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9B 20102231 吳O蔚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9C 20102240 何O憶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9D 20302147 張O舫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09E 20102210 莊O嘉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0A 20105115 魏O葶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0B 20105125 鍾O寧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0C 20105106 王O安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0D 20105109 江O蘋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0E 20105110 曾O慈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1A 20105112 蔡O宜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1B 20105113 陳O晏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1D 20105116 池O穎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1E 20105119 吳O甄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1F 20105130 薛O如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2A 20105138 許O芳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2B 20105139 李O如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2C 20105152 舒O亞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2E 20105202 陳O茹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2F 20105156 林O嘉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3A 20105203 黃O恩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3B 20105205 葉O嫻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3C 20105206 施O蘭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3D 20105207 吳O禎 女 金融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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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313E 20105210 王O喬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5A 20105213 盧O欣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5B 20105220 何O嬴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5C 20105227 朱O蓁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5D 20105228 葉O娟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5E 20105242 駱O蒨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6A 20105254 蔡O蓉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6B 20105264 郭O慈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6C 20305103 謝O螢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6D 20305108 鄭O真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6E 20307139 范O茹 女 金融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7A 20119241 江O坪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7B 20119240 林O諭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7C 20119239 劉O妤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7D 20119219 陳O如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7E 20119203 李O棋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7F 20119121 陳O欣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8A 20105215 李O穎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8B 20107126 利O軒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318C 20119218 吳O琳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8D 20119228 林O緹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8E 20119127 蘇O言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8F 20119148 莊O俞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9A 20109208 李O秝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319B 20109202 翁O葳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319C 20119117 邵O妤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9E 20119101 王O甄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19F 20119103 陳O誼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0A 20119107 陳O瑜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0B 20119108 王O綺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0C 20119113 翁O庭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0D 20119115 劉O芸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0E 20119126 羅O竹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1A 20119149 吳O虹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1B 20119166 曾O鈺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1D 20119205 陳O穎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1E 20119208 陳O萱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1F 20119210 陳O璇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2B 20634108 李O惠 女 金融管理系碩士班

第二宿舍 7322D 18105229 詹O伊 女

第二宿舍 7322E 18105214 廖O婷 女

第二宿舍 7323A 20119215 潘O凌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3B 20119216 孫O伶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3D 20119217 蕭O均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3E 20119220 巫O琪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3F 20119222 周O箴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5A 20119224 隋O涵 女 行銷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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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325C 20119238 蔡O靜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5D 20119245 侯O韻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5E 20119248 林O耘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6A 20119258 賴O盈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6B 20319116 郭O晏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6C 20319132 陳O宜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6D 20319136 李O秝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7A 20111135 劉O妤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7B 20111140 羅O瑄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7C 20111113 李O蓁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7D 20111114 沈O穎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7E 20111133 林O彤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7F 20123114 馮O佳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8B 20111130 王O琇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8D 20111115 黃O綺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8E 20111155 陳O芸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8F 20111124 陳O均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9A 20111110 林O禎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9B 20111143 王O涵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9C 20111141 蘇O筠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9D 20111142 張O雅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9E 20111112 郭O萱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329F 20311109 徐O秀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1A 20114157 陳O瑜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1B 20314110 劉O伶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1C 20114102 潘O伶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1E 20114104 林O嬋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1F 20114206 王O雅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2A 20114120 李O諠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2B 20114122 朱O翎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2C 20114130 陳O彤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2D 20114132 陳O芸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2E 20114233 郭O琪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2F 20114210 陳O妤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3B 20114211 李O潔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3D 20114217 潘O伃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3E 20114218 尤O錦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3F 20114230 陳O靜 女 流通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5A 20105232 胡O珈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5B 20110153 周O馨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5C 20110136 宋O恩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5E 20119162 歐O慈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6A 20122140 米O萱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科

第二宿舍 7406B 20122141 黃O瑄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科

第二宿舍 7406C 20122107 鄭O莘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6D 20122130 黃O瑜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6E 20122147 洪O歆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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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406F 20122125 盧O如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7A 20122148 黃O婧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7B 20122154 楊O潔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7C 20122146 戴O翎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7E 20102149 朱O葶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7F 20122145 劉O含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8A 20102173 莊O玲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8B 20105166 楊O姿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8C 20122119 郭O淇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8D 20122102 潘O君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8E 20122106 黃O郁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8F 20122109 林O美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9A 20122112 柯O吟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9B 20122103 張O瑄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9C 20105165 陳O慈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9D 20122113 陳O蓁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9E 20110112 李O萱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09F 20110113 沈O伃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0A 20122110 李O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0B 20122105 劉O蘋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0D 20122114 林O萱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0E 20314119 邱O庭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1A 20105237 芮O涵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1B 20122126 李O茹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1D 20122127 崔O瑄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1E 20122128 黃O恩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1F 20122129 蔡O瑋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2A 20122131 夏O庭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2B 20122136 施O伶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2C 20122138 袁O芳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2D 20122139 盧O均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2E 20122142 許O秀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3A 20122143 李O均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3B 20102161 陳O淳 女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3C 20108121 郭O瑜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3D 20108134 李O惠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3E 20108139 賴O琁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5A 20108224 黃O雅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5B 20108226 劉O瑄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5C 20108228 謝O萱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5D 20108231 陳O文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5E 20308103 廖O心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6A 20108218 李O君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6B 20108205 陳O妤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6C 20104301 許O伶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6D 20104203 江O貽萱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6E 20108103 簡O容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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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417A 20108234 楊O晴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7B 20108126 李O蓁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7C 20102116 吳O柔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7D 20119128 黃O璇 女 行銷管理系

第二宿舍 7417E 20108104 鄭O慧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8A 20108203  O璿慈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8B 20108123 戴O欣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8C 20108122 楊O蘭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8D 20108107 李O蓉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8E 20108108 鄭O馨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9A 20108242 吳O婷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9B 20108241 王O純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9C 20108110 李O惟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9E 20108113 王O雯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19F 20108115 戴O蓁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0A 20108141 李O鳳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0B 20108142 楊O雯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0C 20108201 李O柔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0D 20108204 盧O穎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0E 20108207 張O方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1A 20108208 邱O禎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1B 20108209 黃O瑜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1C 20108111 黃O薇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1D 20108211 戴O縈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1E 20108213 鄭O芃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1F 20108219 李O欣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2A 19110159 許O玲 女

第二宿舍 7422B 19122139 蔡O穎 女

第二宿舍 7422C 19106102 陳O芸 女

第二宿舍 7422E 19106111 陳O如 女

第二宿舍 7422F 19106106 王O彣 女

第二宿舍 7425B 20107105 李O欣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5C 20107106 郭O禎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5D 20107107 沈O琪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5E 20107108 廖O菱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6B 20107112 林O馨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6C 20107113 莊O婷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6D 20107115 方O驊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6E 20107116 林O瑩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6F 20107117 李O榕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7A 20107118 楊O昕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7B 20107120 梁O媚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7D 20107121 盧O靜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7E 20107124 戴O禎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7F 20107125 趙O君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8B 20107134 羅O甄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8C 20107201 許O婕 女 流行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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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428D 20107202 陳O瑄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8E 20107204 莊O庭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8F 20107206 羅O容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9B 20107207 蕭O如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9C 20107209 黃O軒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9D 20107211 謝O芳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9E 20107217 林O裕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429F 20107218 李O妤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1A 20107219 周O琪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1B 20107221 林O君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1C 20107222 曾O云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1E 20107223 余O香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2A 20107224 林O妘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2B 20107227 翁O佑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2C 20107228 陳O妤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2D 20107234 况O宸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2E 20107235 陳O菁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2F 19307154 李O恩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3A 20107102 陳O如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3B 20116130 趙O婷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3C 20116228 王O菱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3D 20127117 汪O瑜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3E 20127137 劉O汝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3F 20307111 阮O暄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5A 20307124 張O筠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5B 20307125 黃O鈁 女 流行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05C 20103120 周O珍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5D 20110102 劉O辰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5E 20110103 江O玲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6A 20110107 李O恩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6B 20110125 許O雅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6C 20110149 王O瑜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6D 20110150 陳O瑄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6E 20110163 朱O歡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7B 20110106 倪O萱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7D 20110109 呂O臻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7E 20110111 許O文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7F 20110115 顏O庭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8A 20110116 黃O庭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8B 20110117 黃O彤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8D 20110118 徐O凌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8E 20110119 翁O蔚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8F 20110122 王O雅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9C 20110123 王O萱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9D 20110124 李O樺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9E 20110127 黃O晴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09F 20110132 賴O秀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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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510A 20110135 陳O妏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0B 20110137 陳O蓉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0C 20110138 潘O華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0D 20110139 黃O晴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0E 20110142 王O捷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1A 20110145 蔡O純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1B 20110156 蘇O媚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1D 20110157 李O珍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1E 20110158 王O儀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1F 20110161 王O棋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2A 20114140 郭O齊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2B 20110162 莊O晴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2C 20310124 張O尹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2D 20310129 陳O雅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2E 20110121 黃O晏 女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3A 20116248 廖O芸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3B 20116142 林O琪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3C 20116255 黃O卉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3D 20116109 楊O慧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3E 20116137 陳O馥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3F 20116220 張O蕙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5A 20116116 曾O柔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5B 20104309 竭O蘋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5C 20108210 王O綺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5D 20116240 張O芝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5E 20102202 劉O容 女 企業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15F 20116111 李O蔚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6A 20125140 李O璇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16B 20116156 趙O瑀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6C 20116210 朱O媛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6D 20116159 謝O陵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6E 20116114 鄭O庭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6F 20116218 傅O涵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7A 20116150 方O璿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7B 20116245 許O鈺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7C 20116246 蔡O汝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7D 20116101 曾O涵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7E 20116134 李O蓁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7F 20116135 蔡O蓉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8A 20116119 李O蓉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8B 20116160 陳O璇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8C 20116102 黃O婷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8D 20116247 王O婷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8E 20116258 張O慈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8F 20116257 吳O婕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9A 20125103 林O萱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19B 20125109 施O芹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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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519C 19116180 廖O媚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19E 20116108 張O芳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19F 20116104 陳O欣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0A 20116105 蔡O璉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0B 20116106 潘O芮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0C 20116115 賴O蓉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0D 20116120 楊O棋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0E 20116121 詹O儒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1A 20116131 翁O庭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1B 20116133 曲O蓉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1D 20116138 林O儀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1E 20116151 許O琪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1F 20116155 潘O怡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2B 19107202 賴O菱 女

第二宿舍 7522C 19110131 莊O淇 女

第二宿舍 7522D 18109237 余O顬 女

第二宿舍 7522E 19110143 郭O伶 女

第二宿舍 7522F 19106154 許O筑 女

第二宿舍 7523A 20116157 林O芬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3B 20116162 謝O臻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3D 20116165 陳O樺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3E 20116168 郭O芷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3F 20116208 程O蘋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5A 20116201 張O甯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5B 20116215 陳O寧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5C 20116223 何O昀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5D 20125151 陳O霓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25E 20116231 莊O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6A 20116233 楊O欣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6B 20116238 王O淇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6C 20116239 吳O宣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6D 20116249 鄭O英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6E 20116251 曾O詩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7A 20116264 黃O芳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7B 20316102 翁O霓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7D 20316114 陳O慧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7E 20125101 黃O芳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27F 20125113 孫O茹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28B 20125119 洪O旎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28C 20125137 蔡O苑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28D 20125141 許O莛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28E 20116225 呂O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8F 20325106 張O婷 女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第二宿舍 7529A 20101125 呂O融 女 資訊管理系

第二宿舍 7529B 20104102 黃O淨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9C 20104103 陳O琳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529D 20104104 李O潔 女 室內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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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529E 20104107 林O葴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1A 20104114 朱O蓁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1B 20104116 紀O芩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1C 20104117 余O蓁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1E 20104124 黃O婕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2A 20104140 陳O慧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2B 20104218 蘇O琳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2C 20104223 洪O安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2D 20104224 何O姿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2E 20104308 葉O芝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3B 20104318 吳O霖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3D 20104323 王O筠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3E 20104325 孫O榛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3F 20304111 楊O庭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5A 20104133 林O如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5B 20104307 江O晏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5C 20104319 李O雯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5E 20104314 陳O瑩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6A 20104206 張O語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6B 20104214 王O婷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6C 20104215 黃O菁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6D 20104220 黃O祺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6E 20104310 劉O伶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6F 20104316 謝O卉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7B 20104233 麥O齊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7C 20104306 陳O霆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7D 20104335 洪O璿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7E 20104236 劉O昀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7F 20104305 羅O菱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8A 20104208 蘇O雅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8B 20104212 湯O如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8D 20104333 陳O威 女 室內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8E 20109115 粘O綾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8F 20109214 林O伃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9B 20109101 劉O妤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9C 20109105 方O�璇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9D 20109112 林O宇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9E 20109117 楊O淇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09F 20109212 王O琁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0A 20109123 曾O芳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0B 20109121 李O萱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0C 20109129 劉O儒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0D 20109203 李O蓁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0E 20109119 許O瑄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1A 20109120 蔡O妮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1B 20109207 黃O淳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1D 20109264 郭O美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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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宿舍 7611E 20309120 劉O妤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1F 20109201 陳O琦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2B 20309118 卓O庭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2C 20109107 廖O婷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2D 20109213 夏O欣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2E 20109118 林O嫻 女 生活產品設計系

第二宿舍 7613A 20104225 林O嫺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3B 20104226 王O竺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3C 20121102 危O萱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3D 20121103 廖O俞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3E 20121105 呂O穎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5A 20121106 洪O瑜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5B 20121107 林O臻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5C 20121108 李O萱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5D 20121121 徐O盈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5E 20121111 高O婷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6B 20121112 鄭O勻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6C 20121113 陳O如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6D 20121118 葉O辰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6E 20121109 林O伶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6F 20121122 王O雯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7A 20121126 李O如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7B 20121129 陳O玲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7C 20121137 盧O琳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7E 20304130 曾O嘉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7F 20304131 廖O慈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8B 20304132 黃O綾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8C 20304133 陳O榛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8D 20308107 王O綺 女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第二宿舍 7618E 20117117 劉O伶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18F 20117119 張O葳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19B 20117132 林O萱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19C 20117142 吳O榛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19D 20117222 李O彤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19E 20117120 余O穎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19F 20117121 段O庭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0A 20117137 柯O軒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0B 20117202 趙O榕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0C 20117245 簡O里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0D 20117134 徐O慈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0E 20117212 林O蓁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1A 20117230 陳O晴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1B 20117235 洪O穎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1C 20117101 林O玟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1D 20117107 蔡O嫻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1E 20117108 蔡O婕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2A 19109216 姜O言 女

第 24 頁，共 53 頁



宿舍名稱 宿舍編號 學號 姓名 性別 系別

109學年第1學期住宿床位分配名單

(含新生/舊生/僑外陸生/轉學生/復學生)搜尋請Ctrl+F輸入學號

第二宿舍 7622C 19114254 侯O汶 女

第二宿舍 7622D 19102107 鄭O文 女

第二宿舍 7622E 19102131 黃O榕 女

第二宿舍 7622F 19102141 徐O芸 女

第二宿舍 7623A 19117135 王O湞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3B 20117128 黃O純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3D 20117131 侯O羽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3E 20117140 陳O蓉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3F 20117145 周O旎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5A 20117147 徐O貞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5B 20117201 黃O棋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5C 20117203 劉O昀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5D 20117210 李O澐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5E 20117213 陳O恩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6A 20117124 邱O俞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6B 20117221 李O潔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6C 20117226 廖O欣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6D 20117236 黃O榛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6E 20117237 洪O婷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6F 20117240 徐O婷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7A 20117242 孫O琳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7B 20117103 廖O瑩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7D 20117104 林O欣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7E 20117135 謝O容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7F 20117133 李O妤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8B 20117130 馬O鈁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8C 20117139 吳O佑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8D 20117143 李O儀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8E 20117217 方O娟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二宿舍 7628F 20117229 游O華 女 表演藝術系

第三宿舍 6105A 17103123 陳O燊 男

第三宿舍 6105B 19104132 温O詠 男

第三宿舍 6105C 18102128 柯O鎧 男

第三宿舍 6105D 外籍新生 呂O熙 男

第三宿舍 6105E 19119162 張O敬 男

第三宿舍 6106A 18102257 孫O維 男

第三宿舍 6106B 19310142 蔡O祐 男

第三宿舍 6106C 18120126 蘇O元 男

第三宿舍 6106D 外籍新生 李O偉 男

第三宿舍 6106E 18120149 關O銘 男

第三宿舍 6107A 18116248 陳O嘉 男

第三宿舍 6107B 18113128 吳O翰 男

第三宿舍 6107C 17110146 黃O韋 男

第三宿舍 6107D 外籍新生 莊O賢 男

第三宿舍 6108A 17116161 李O暐 男

第三宿舍 6108C 17116163 劉O 男

第三宿舍 6108D 19114224 朱O彥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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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6108E 17316125 宋O林 男

第三宿舍 6201A 18101301 彭O古 男

第三宿舍 6201B 18101309 謝O慰 男

第三宿舍 6201C 18101303 蘇O訥 男

第三宿舍 6201D 18101307 史O孟 男

第三宿舍 6201F 18101310 范O嵐 男

第三宿舍 6202A 18101318 巴O隆 男

第三宿舍 6202B 18101317 艾O瑞 男

第三宿舍 6202C 18101314 安O明 男

第三宿舍 6202D 18101321 方O正 男

第三宿舍 6202E 外籍新生 李O凱 男

第三宿舍 6202F 外籍新生 陳O華 男

第三宿舍 6203A 18101328 羅O金 男

第三宿舍 6203C 外籍新生 仲O海輝 男

第三宿舍 6203D 外籍新生 仲O根諒 男

第三宿舍 6203E 18101333 尤O 男

第三宿舍 6203F 18101329 董O 男

第三宿舍 6204B 外籍新生 山O真生 男

第三宿舍 6204C 外籍新生 玉O健太郎 男

第三宿舍 6204D 18105261 劉O詠 男

第三宿舍 6204E 18105204 許O忠 男

第三宿舍 6204F 16113214 廖O韋 男

第三宿舍 6205A 19116214 侯O勳 男

第三宿舍 6205B 18307130 郭O呈 男

第三宿舍 6205C 18305117 倪O得 男

第三宿舍 6205D 外籍新生 王O仁 男

第三宿舍 6205E 17113214 戴O宏 男

第三宿舍 6205F 16115173 陳O軒 男

第三宿舍 6206B 外籍新生 司O佳凱 男

第三宿舍 6206C 外籍新生 溫O保 男

第三宿舍 6206D 外籍新生 黃O源 男

第三宿舍 6206E 外籍新生 蕭O升 男

第三宿舍 6206F 外籍新生 张O玮 男

第三宿舍 6207B 外籍新生 古O安 男

第三宿舍 6207C 外籍新生 劉O峰 男

第三宿舍 6207D 外籍新生 黄O阳 男

第三宿舍 6207E 外籍新生 陳O豪 男

第三宿舍 6207F 外籍新生 楊O廣 男

第三宿舍 6208A 19113115 郭O安 男

第三宿舍 6208B 外籍新生 陳O堃 男

第三宿舍 6208C 18304133 陳O民 男

第三宿舍 6208D 19318123 賴O沅 男

第三宿舍 6208E 19311137 藍O羅 男

第三宿舍 6208F 19315151 林O祺 男

第三宿舍 6209A 19316134 蕭O甫 男

第三宿舍 6209B 19316123 嶋O貴志 男

第三宿舍 6209C 19114245 袁O耀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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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6209D 19314121 鍾O恩 男

第三宿舍 6209E 19114203 陳O錡 男

第三宿舍 6209F 19114246 楊O騰 男

第三宿舍 6210A 19116187 姜O璿 男

第三宿舍 6210B 19116103 李O文 男

第三宿舍 6210C 19316135 陳O煥 男

第三宿舍 6210D 19116137 林O廷 男

第三宿舍 6210E 19116182 蘇O玄 男

第三宿舍 6210F 19116186 江O德 男

第三宿舍 6211A 外籍新生 林O豐 男

第三宿舍 6211B 外籍新生 黃O宇 男

第三宿舍 6211C 外籍新生 符O揚 男

第三宿舍 6211D 17109105 黃O翔 男

第三宿舍 6211E 19122141 許O銘 男

第三宿舍 6211F 18107116 蔡O辰 男

第三宿舍 6212A 19105213 吳O霖 男

第三宿舍 6212B 19105214 洪O夆 男

第三宿舍 6212C 18304118 石O宗 男

第三宿舍 6212D 19125141 楊O憲 男

第三宿舍 6212E 19635113 莊O樺 男

第三宿舍 6212F 18125110 張O翔 男

第三宿舍 6301A 18111130 周O彥 男

第三宿舍 6301B 19108129 李O叡 男

第三宿舍 6301C 19121102 高O承 男

第三宿舍 6301D 18104359 葉O維 男

第三宿舍 6301E 19109252 林O慶 男

第三宿舍 6302A 19125106 莊O惠 男

第三宿舍 6302B 19125104 吳O諺 男

第三宿舍 6302C 19125124 邱O誠 男

第三宿舍 6302D 19125109 蘇O翔 男

第三宿舍 6302E 19125110 李O堯 男

第三宿舍 6302F 19125101 李O翰 男

第三宿舍 6303A 18115130 劉O威 男

第三宿舍 6303B 18114138 蕭O吉 男

第三宿舍 6303C 17115156 陳O志 男

第三宿舍 6303D 18114131 吳O晉 男

第三宿舍 6303E 18115148 顏O錡 男

第三宿舍 6303F 外籍新生 蔡O毅 男

第三宿舍 6304A 19T15903 鄭O建 男

第三宿舍 6304B 18116279 黃O云 男

第三宿舍 6304C 18101327 王O格 男

第三宿舍 6304D 17113146 莊O憲 男

第三宿舍 6304E 19T15905 張O勝 男

第三宿舍 6304F 19T15908 邱O仁 男

第三宿舍 6305A 19T15912 林O生 男

第三宿舍 6305B 17104163 區O昇 男

第三宿舍 6305C 19315138 薛O詠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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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6305D 19T15916 李O興 男

第三宿舍 6305E 19T15911 許O安 男

第三宿舍 6305F 19T15910 李O利 男

第三宿舍 6306B 16116159 蕭O融 男

第三宿舍 6306C 16118163 陳O威 男

第三宿舍 6306D 19105225 陳O翰 男

第三宿舍 6306E 19113237 陳O東 男

第三宿舍 6306F 16118168 江O熙 男

第三宿舍 6307A 外籍新生 梁O楠 男

第三宿舍 6307B 19102150 劉O遨 男

第三宿舍 6307C 19102105 許O維 男

第三宿舍 6307D 19102114 朱O偉 男

第三宿舍 6307E 19102154 黃O翔 男

第三宿舍 6307F 19114153 邱O賢 男

第三宿舍 6308A 外籍新生 梁O杰 男

第三宿舍 6308B 18117134 黃O倫 男

第三宿舍 6308C 18110165 黃O源 男

第三宿舍 6308D 19304119 黃O海 男

第三宿舍 6308E 外籍新生 姚O燁 男

第三宿舍 6308F 19113148 劉O揚 男

第三宿舍 6309A 19116261 吳O涵 男

第三宿舍 6309B 18114166 洪O倫 男

第三宿舍 6309C 18113272 謝O奕 男

第三宿舍 6309D 19117254 劉O祥 男

第三宿舍 6309E 19116260 劉O皓 男

第三宿舍 6310A 19116143 董O杰 男

第三宿舍 6310B 外籍新生 金O智士 男

第三宿舍 6310C 19110172 比O柾人 男

第三宿舍 6310D 19308103 莊O諺 男

第三宿舍 6310E 19308102 魏O穎 男

第三宿舍 6310F 19116253 吳O鋒 男

第三宿舍 6311B 19116129 粘O威 男

第三宿舍 6311C 19116152 莊O瑨 男

第三宿舍 6311D 19116148 黃O豪 男

第三宿舍 6311E 19116156 張O偉 男

第三宿舍 6311F 19116158 林O彥 男

第三宿舍 6312A 19125127 周O凱 男

第三宿舍 6312B 18122165 吳O勇 男

第三宿舍 6312C 18116143 戴O強 男

第三宿舍 6312D 18113173 鄭O義 男

第三宿舍 6312E 18104163 林O生 男

第三宿舍 6312F 18104258 楊O浩 男

第三宿舍 6313B 外籍新生 陳O男 男

第三宿舍 6313C 17107157 鄭O然 男

第三宿舍 6313D 17116257 黃O翔 男

第三宿舍 6313E 17116259 余O源 男

第三宿舍 6313F 19T15904 胡O灝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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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6314B 19108256 陳O平 男

第三宿舍 6314C 19110169 溝O新平 男

第三宿舍 6314D 19119191 林O恩 男

第三宿舍 6314E 外籍新生 佐O田瑛冬 男

第三宿舍 6314F 18117267 黃O傑 男

第三宿舍 6315A 16118169 馬O熙 男

第三宿舍 6315B 15104168 梁O堅 男

第三宿舍 6315D 18101312 陳O漢 男

第三宿舍 6315E 16108166 王O彥 男

第三宿舍 6315F 19T15906 陳O俊 男

第三宿舍 6316A 18116272 林O軒 男

第三宿舍 6316B 18114232 陳O辰 男

第三宿舍 6316C 18125119 郭O政 男

第三宿舍 6316D 19T15902 林O豪 男

第三宿舍 6316E 19T15909 官O來 男

第三宿舍 6316F 19T15901 莊O鴻 男

第三宿舍 6401A 18116217 劉O竹 男

第三宿舍 6401B 18116228 黃O軒 男

第三宿舍 6401C 18111160 小O康希 男

第三宿舍 6401D 外籍新生 蕭O軒 男

第三宿舍 6401E 外籍新生 叢O霆 男

第三宿舍 6402A 17118160 蔡O浩 男

第三宿舍 6402B 18118160 顧O暉 男

第三宿舍 6402C 17104358 蔡O輝 男

第三宿舍 6402D 17117262 呂O 男

第三宿舍 6402E 17105160 潘O旭 男

第三宿舍 6402F 外籍新生 林O堯 男

第三宿舍 6403A 19108132 鄭O丞 男

第三宿舍 6403B 19104145 陳O維 男

第三宿舍 6403C 19116201 鄭O洧 男

第三宿舍 6403D 17101158 李O翰 男

第三宿舍 6403E 19116228 許O慰 男

第三宿舍 6403F 19116224 陳O江 男

第三宿舍 6404A 19117158 黃O信 男

第三宿舍 6404B 18116155 曾O德 男

第三宿舍 6404C 18116148 廖O善 男

第三宿舍 6404D 18107162 曾O程 男

第三宿舍 6404E 18116142 陳O暘 男

第三宿舍 6404F 18116146 黃O康 男

第三宿舍 6405A 19116247 謝O星 男

第三宿舍 6405B 19110171 藤O寬司 男

第三宿舍 6405C 19101168 仲O星七 男

第三宿舍 6405D 19110170 國O洋之 男

第三宿舍 6405E 18108156 沼O健太郎 男

第三宿舍 6405F 18105170 津O古幹 男

第三宿舍 6406A 19119263 翁O盛 男

第三宿舍 6406B 19319133 陳O明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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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6406C 18111158 鳥O大暉 男

第三宿舍 6406D 17101167 温O彥 男

第三宿舍 6406E 外籍新生 許O榮 男

第三宿舍 6406F 外籍新生 吉O駿 男

第三宿舍 6407B 19204102 陶O 男

第三宿舍 6407C 19215101 何O賢 男

第三宿舍 6407D 17111145 吳O鎧 男

第三宿舍 6407F 19204101 方O 男

第三宿舍 6408B 19108229 劉O航 男

第三宿舍 6408C 19116240 吳O昕 男

第三宿舍 6408D 19108233 陳O 男

第三宿舍 6408E 19108231 吳O昂 男

第三宿舍 6408F 19107233 林O貴 男

第三宿舍 6409A 19T15913 郭O強 男

第三宿舍 6409B 19T15915 蘇O海 男

第三宿舍 6409C 19119269 黃O芳 男

第三宿舍 6409D 19101169 吳O林 男

第三宿舍 6409E 外籍新生 韓O業 男

第三宿舍 6409F 17117178 曾O富 男

第三宿舍 6410B 18638118 許O杰 男

第三宿舍 6410D 18202102 劉O 男

第三宿舍 6410F 外籍新生 足O太洋 男

第三宿舍 6411B 19115117 江O霖 男

第三宿舍 6411C 19316133 梁O佑 男

第三宿舍 6411D 20633120 吳O強 男

第三宿舍 6411E 16104235 張O 男

第三宿舍 6411F 17109159 王O瑜 男

第三宿舍 6412B 16116149 莊O文 男

第三宿舍 6412C 16104233 王O奇 男

第三宿舍 6412D 16108241 吳O雋 男

第三宿舍 6412F 16121132 陳O榮 男

第三宿舍 6413A 19122126 潘O豪 男

第三宿舍 6413B 19316105 吳O遠 男

第三宿舍 6413C 19122127 李O逸 男

第三宿舍 6413D 17113229 王O賢 男

第三宿舍 6413E 17318152 林O旗 男

第三宿舍 6413F 外籍新生 蕭O毅 男

第三宿舍 6414A 18101146 謝O諺 男

第三宿舍 6414B 18115153 劉O忠 男

第三宿舍 6414C 18115152 呂O承 男

第三宿舍 6414D 18115109 孫O順 男

第三宿舍 6414E 18115114 郭O祐 男

第三宿舍 6414F 18124116 蔡O宏 男

第三宿舍 6415A 19105219 温O瑜 男

第三宿舍 6415B 18115115 鍾O恩 男

第三宿舍 6415C 19105110 施O昇 男

第三宿舍 6415D 19105119 徐O璋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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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6415E 19105140 陳O倫 男

第三宿舍 6415F 19105160 潘O棟 男

第三宿舍 6416A 外籍新生 李O哲 男

第三宿舍 6416B 19125133 林O廷 男

第三宿舍 6416C 17107136 粘O銘 男

第三宿舍 6416D 18116101 陳O龍 男

第三宿舍 6416E 18101137 柯O珉 男

第三宿舍 6416F 外籍新生 蘇O諺 男

第三宿舍 6501C 17102270 劉O冰 男

第三宿舍 6501D 16107236 黃O儀 男

第三宿舍 6501E 16104230 張O媛 男

第三宿舍 6501F 18109251 陳O珠 男

第三宿舍 6502A 17108151 史O致 男

第三宿舍 6502C 17109250 劉O萱 男

第三宿舍 6502D 17108153 黃O林 男

第三宿舍 6502E 17105257 唐O倚 男

第三宿舍 6502F 17105258 蔡O欣 男

第三宿舍 6503A 19205101 楊O婷 男

第三宿舍 6503B 19209101 楊O辛格 女

第三宿舍 6503D 19217101 胥O彬 女

第三宿舍 6503E 19207101 葉O儀 女

第三宿舍 6503F 18223101 方O媛 女

第三宿舍 6504B 19108232 鄭O萱 女

第三宿舍 6504C 19108230 許O 女

第三宿舍 6504D 19121128 徐O凡 女

第三宿舍 6504F 16108240 陳O羽 女

第三宿舍 6505A 17116151 何O瑩 女

第三宿舍 6505C 18205101 王O茹 女

第三宿舍 6505D 18107157 吳O霏 女

第三宿舍 6505E 17104355 胡O 女

第三宿舍 6508F 16108235 王O 女

第五宿舍 5202A 18117116 俞O璋 男

第五宿舍 5202B 18117122 謝O凡 男

第五宿舍 5202C 18117135 黃O瑋 男

第五宿舍 5202D 18117214 劉O碩 男

第五宿舍 5203A 18104225 李O晏 男

第五宿舍 5203B 18104148 莊O硯 男

第五宿舍 5203C 18104108 林O佑 男

第五宿舍 5203D 18104137 蘇O儒 男

第五宿舍 5204A 19123122 洪O傑 男

第五宿舍 5204B 19102224 黃O睿 男

第五宿舍 5204C 19108138 徐O鴻 男

第五宿舍 5204D 19105264 黃O翔 男

第五宿舍 5205A 17113217 廖O竣 男

第五宿舍 5205B 17113215 王O宏 男

第五宿舍 5205C 17113216 沈O政 男

第五宿舍 5205D 17113223 薛O元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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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206A 19632122 陸O軒 男

第五宿舍 5206B 20632118 王O奇 男

第五宿舍 5207A 17114228 陳O穎 男

第五宿舍 5207B 17116107 賴O鴻 男

第五宿舍 5207C 17104147 駱O宏 男

第五宿舍 5207D 17114113 張O瑋 男

第五宿舍 5208A 18113101 杜O儒 男

第五宿舍 5208B 18113106 黃O翔 男

第五宿舍 5208C 19110120 趙O億 男

第五宿舍 5208D 19111211 呂O鴻 男

第五宿舍 5209A 17116167 劉O睿 男

第五宿舍 5209B 17116111 杜O霖 男

第五宿舍 5209C 17116251 羅O凱 男

第五宿舍 5209D 18122122 章O豪 男

第五宿舍 5210A 18116231 方O毅 男

第五宿舍 5210B 18116202 黃O凱 男

第五宿舍 5210C 18116205 陳O翔 男

第五宿舍 5210D 18116233 王O逸 男

第五宿舍 5211A 18107158 吳O航 男

第五宿舍 5211B 19118134 謝O謙 男

第五宿舍 5211C 18116140 鄭O慷 男

第五宿舍 5211D 18117253 張O友 男

第五宿舍 5212A 18119218 蘇O弘 男

第五宿舍 5212B 19118149 吳O正 男

第五宿舍 5212C 18116253 江O仁聖 男

第五宿舍 5212D 18116257 何O霖 男

第五宿舍 5213A 17116124 林O平 男

第五宿舍 5213B 17116130 徐O偉 男

第五宿舍 5213C 17116148 鍾O哲 男

第五宿舍 5213D 17116140 范O昌 男

第五宿舍 5214A 18101147 盧O揚 男

第五宿舍 5214B 18101119 林O翔 男

第五宿舍 5214C 18101117 鄭O育 男

第五宿舍 5214D 18101110 黃O辰 男

第五宿舍 5215A 18121157 蔣O東 男

第五宿舍 5215B 17108152 鄭O豪 男

第五宿舍 5215C 19118123 陳O宇 男

第五宿舍 5215D 17116152 陸O宇 男

第五宿舍 5216A 18104252 吳O霖 男

第五宿舍 5216B 18116256 劉O霖 男

第五宿舍 5216C 18104229 徐O宗 男

第五宿舍 5216D 18307120 盧O佑 男

第五宿舍 5217A 18104142 戴O宸 男

第五宿舍 5217B 18104206 林O皓 男

第五宿舍 5217C 18104126 廖O俊 男

第五宿舍 5217D 17101131 王O銘 男

第五宿舍 5218A 18113229 李O逸 男

第 32 頁，共 53 頁



宿舍名稱 宿舍編號 學號 姓名 性別 系別

109學年第1學期住宿床位分配名單

(含新生/舊生/僑外陸生/轉學生/復學生)搜尋請Ctrl+F輸入學號

第五宿舍 5218B 19113213 李O豪 男

第五宿舍 5218C 18113119 方O諒 男

第五宿舍 5218D 18101171 陳O偉 男

第五宿舍 5219A 18117152 袁O楌 男

第五宿舍 5219B 18116223 龔O皓 男

第五宿舍 5219C 18125104 林O彥 男

第五宿舍 5219D 18116215 鄭O升 男

第五宿舍 5220A 18101107 郭O文 男

第五宿舍 5220B 18101118 李O逸 男

第五宿舍 5220C 19108110 林O宸 男

第五宿舍 5220D 19108111 黃O恩 男

第五宿舍 5221A 18107245 李O育 男

第五宿舍 5221B 18108221 陳O謙 男

第五宿舍 5221C 18108206 陳O霖 男

第五宿舍 5221D 18108260 賴O廷 男

第五宿舍 5222A 19122129 李O霖 男

第五宿舍 5222B 19101162 王O宇 男

第五宿舍 5222C 19110133 鄭O霖 男

第五宿舍 5222D 19122138 蔡O晨 男

第五宿舍 5223A 18102208 蔡O鴻 男

第五宿舍 5223B 16102235 林O樺 男

第五宿舍 5223C 18102260 林O翔 男

第五宿舍 5223D 18102245 鄭O廷 男

第五宿舍 5224A 17101223 鄧O緯 男

第五宿舍 5224B 17101140 吳O葦 男

第五宿舍 5224C 17101225 龔O穎 男

第五宿舍 5224D 17101207 尹O凱 男

第五宿舍 5225A 19117143 陳O斌 男

第五宿舍 5225B 19117126 許O峰 男

第五宿舍 5225C 19117107 王O豫 男

第五宿舍 5225D 19117119 林O祥 男

第五宿舍 5226A 19117240 王O賢 男

第五宿舍 5226B 18117227 許O祥 男

第五宿舍 5226C 18117229 廖O嘉 男

第五宿舍 5226D 18117237 劉O宏 男

第五宿舍 5227A 19104351 吳O勳 男

第五宿舍 5227B 19104336 官O頡 男

第五宿舍 5227C 19104345 戴O諭 男

第五宿舍 5227D 19104207 施O心 男

第五宿舍 5228A 18116225 施O岐 男

第五宿舍 5228B 18116236 鄭O昇 男

第五宿舍 5228C 18116255 陳O宏 男

第五宿舍 5228D 18116263 徐O慶 男

第五宿舍 5229A 19111114 温O諺 男

第五宿舍 5229B 17318112 蔡O翔 男

第五宿舍 5229C 17318105 王O皓 男

第五宿舍 5229D 18119116 陳O融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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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230A 18104201 賀O銘 男

第五宿舍 5230B 18104232 蔡O展 男

第五宿舍 5230C 19103135 楊O興 男

第五宿舍 5230D 18104216 陳O榮 男

第五宿舍 5231A 18105222 黃O翰 男

第五宿舍 5231B 18101166 蔡O哲 男

第五宿舍 5231C 18105164 何O皓 男

第五宿舍 5231D 18105258 蘇O緯 男

第五宿舍 5302A 19107104 林O緁 女

第五宿舍 5302B 17123135 蘇O瑜 女

第五宿舍 5302C 18117108 李O儀 女

第五宿舍 5302D 19114120 陳O蓁 女

第五宿舍 5303A 19117211 徐O萱 女

第五宿舍 5303C 19117218 李O秋 女

第五宿舍 5303D 19117204 林O潔 女

第五宿舍 5304A 19307148 楊O媗 女

第五宿舍 5304B 18109238 游O君 女

第五宿舍 5304C 19122145 張O樺 女

第五宿舍 5304D 19110149 林O華 女

第五宿舍 5305A 17117110 曾O箏 女

第五宿舍 5305B 17117233 莫O緯 女

第五宿舍 5305C 18310101 謝O夏 女

第五宿舍 5305D 17117149 江O珊 女

第五宿舍 5307A 19119212 李O萱 女

第五宿舍 5307B 19119153 陳O琪 女

第五宿舍 5307C 19119106 朱O瑄 女

第五宿舍 5307D 19301130 翁O軒 女

第五宿舍 5308A 19109233 劉O芸 女

第五宿舍 5308B 19109235 吳O儒 女

第五宿舍 5308C 19109241 曾O恩 女

第五宿舍 5308D 19109231 簡O昀 女

第五宿舍 5309A 19107113 邱O婷 女

第五宿舍 5309B 19107105 黃O苹 女

第五宿舍 5309C 19107127 涂O瑜 女

第五宿舍 5309D 19107135 張O欣 女

第五宿舍 5310A 19108213 傅O樺 女

第五宿舍 5310B 19108202 梁O華 女

第五宿舍 5310C 19108209 林O樺 女

第五宿舍 5310D 19117116 陳O華 女

第五宿舍 5311A 18117158 伍O銦 女

第五宿舍 5311C 20639101 蘇O鈺 女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第五宿舍 5311D 20635114 蔡O廷 女 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第五宿舍 5312A 19110145 徐O鴻 女

第五宿舍 5312B 18111139 陳O妙 女

第五宿舍 5312C 19519152 李O玟 女

第五宿舍 5312D 19114124 溫O良 女

第五宿舍 5313A 18308129 巴O蘇奈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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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313B 18108209 陳O華 女

第五宿舍 5313C 18102141 蔡O庭 女

第五宿舍 5313D 18108126 楊O 女

第五宿舍 5314A 19108134 程O茹 女

第五宿舍 5314B 17114230 戴O苓 女

第五宿舍 5314C 19117262 楊O湘 女

第五宿舍 5314D 19108260 黄O以 女

第五宿舍 5315A 18117235 許O帝 女

第五宿舍 5315B 18117266 陳O兒 女

第五宿舍 5315C 20632117 王O 女

第五宿舍 5315D 18117248 施O緹 女

第五宿舍 5316A 19108121 張O雯 女

第五宿舍 5316B 19108245 陳O孜 女

第五宿舍 5316C 19108236 張O馨 女

第五宿舍 5316D 19108205 吳O韓 女

第五宿舍 5317A 19121148 劉O蓮 女

第五宿舍 5317B 19121142 劉O霈 女

第五宿舍 5317C 19121143 陳O伶 女

第五宿舍 5317D 19108126 吳O仙 女

第五宿舍 5318A 18116139 潘O蓮 女

第五宿舍 5318B 19121141 陳O晴 女

第五宿舍 5318C 18116154 黃O雯 女

第五宿舍 5318D 18121140 劉O辰 女

第五宿舍 5319A 17316137 黃O心 女

第五宿舍 5319B 18122147 黃O璇 女

第五宿舍 5319C 18114224 許O紾 女

第五宿舍 5319D 18102241 唐O芊 女

第五宿舍 5320A 19117132 余O晴 女

第五宿舍 5320B 18105113 陳O妤 女

第五宿舍 5320C 18117263 練O沅 女

第五宿舍 5320D 19117136 郭O媛 女

第五宿舍 5321A 18114132 林O蓁 女

第五宿舍 5321B 18114133 黃O惠 女

第五宿舍 5321C 18111121 吳O葶 女

第五宿舍 5321D 18122153 何O璇 女

第五宿舍 5322A 17104229 張O芸 女

第五宿舍 5322B 17104224 田O 女

第五宿舍 5322C 17104340 蔡O蓁 女

第五宿舍 5322D 18104230 龔O婷 女

第五宿舍 5323A 18117115 李O惠 女

第五宿舍 5323B 18105252 潘O昀 女

第五宿舍 5323C 18101162 潘O穎 女

第五宿舍 5323D 18105235 王O萱 女

第五宿舍 5324A 17109247 李O倢 女

第五宿舍 5324B 17104149 王O文 女

第五宿舍 5324C 17104114 謝O妍 女

第五宿舍 5324D 17104316 余O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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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325A 18108218 連O筑 女

第五宿舍 5325B 18108220 徐O蓉 女

第五宿舍 5325C 19110163 詹O蓁 女

第五宿舍 5325D 18108224 簡O柔 女

第五宿舍 5326A 19108207 楊O蓉 女

第五宿舍 5326B 17110157 林O彤 女

第五宿舍 5326C 19109124 柯O瑜 女

第五宿舍 5326D 19106142 李O謙 女

第五宿舍 5327A 19104140 丁O華 女

第五宿舍 5327B 19104125 姚O亘 女

第五宿舍 5327C 19114139 康O禮 女

第五宿舍 5327D 19125131 蘇O琪 女

第五宿舍 5328A 19114126 徐O涵 女

第五宿舍 5328B 19121114 鄭O婷 女

第五宿舍 5328C 19121101 吳O蓁 女

第五宿舍 5328D 17118121 李O錡 女

第五宿舍 5329A 18109246 陳O雲 女

第五宿舍 5329B 17104327 呂O綺 女

第五宿舍 5329C 17104351 陳O萱 女

第五宿舍 5329D 17104350 陳O合 女

第五宿舍 5330A 19108158 葉O禧 女

第五宿舍 5330B 19117253 陳O彤 女

第五宿舍 5330C 18108263 林O琳 女

第五宿舍 5330D 19121159 鍾O穎 女

第五宿舍 5331A 18108105 呂O秀 女

第五宿舍 5331B 17109222 朱O蓁 女

第五宿舍 5331C 18108225 蔡O庭 女

第五宿舍 5331D 18107146 潘O羽 女

第五宿舍 5401A 20636108 徐O茹 女 人類性學研究所

第五宿舍 5402A 17116133 林O儀 女

第五宿舍 5402B 18108210 葉O瑜 女

第五宿舍 5402C 18109210 蔡O雯 女

第五宿舍 5402D 18109239 金O那 女

第五宿舍 5403A 19313134 孫O琳 女

第五宿舍 5403B 17119235 洪O瑜 女

第五宿舍 5403C 18118123 李O諭 女

第五宿舍 5403D 19117141 吳O芬 女

第五宿舍 5404A 19110130 丘O惠 女

第五宿舍 5404C 17108223 余O吟 女

第五宿舍 5404D 18104315 湯O萍 女

第五宿舍 5405A 18102139 陳O穎 女

第五宿舍 5405B 18102255 林O文 女

第五宿舍 5405C 18305123 黃O茹 女

第五宿舍 5405D 18105208 李O螢 女

第五宿舍 5406A 18638113 阮O心 女

第五宿舍 5406B 20636122 依O衣安 女 人類性學研究所

第五宿舍 5407A 18119251 劉O綾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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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407B 18104119 周O妤 女

第五宿舍 5407C 18104107 戴O衍 女

第五宿舍 5407D 18104114 蔡O珊 女

第五宿舍 5408A 18123116 謝O淇 女

第五宿舍 5408B 18123119 吳O欣 女

第五宿舍 5408C 18308132 林O妤 女

第五宿舍 5408D 18123110 蘇O媛 女

第五宿舍 5409A 18104218 陳O妤 女

第五宿舍 5409B 18104251 林O霈 女

第五宿舍 5409C 18104323 郭O穎 女

第五宿舍 5409D 18104138 李O燕 女

第五宿舍 5410A 19308139 羅O珊 女

第五宿舍 5410B 19104128 利O心 女

第五宿舍 5410C 18105257 蔡O妤 女

第五宿舍 5410D 19104117 梁O汶 女

第五宿舍 5411A 17121101 洪O倩 女

第五宿舍 5411B 17121146 林O慈 女

第五宿舍 5411C 17104130 邵O均 女

第五宿舍 5411D 17104151 王O心 女

第五宿舍 5412A 18119132 梁O紋 女

第五宿舍 5412B 18119239 陳O岑 女

第五宿舍 5412C 18119257 洪O儀 女

第五宿舍 5412D 18121117 蔡O勳 女

第五宿舍 5413A 18106175 張O蘋 女

第五宿舍 5413B 18101324 陳O莉 女

第五宿舍 5413C 18104165 林O珠 女

第五宿舍 5413D 18107258 楊O慧 女

第五宿舍 5414B 18108129 史O琪 女

第五宿舍 5414C 18108101 詹O淳 女

第五宿舍 5414D 18108217 林O紋 女

第五宿舍 5415A 19121134 陸O涵 女

第五宿舍 5415B 19108124 顏O瑩 女

第五宿舍 5415C 19108114 李O蓁 女

第五宿舍 5415D 19308104 劉O瑄 女

第五宿舍 5416A 18116276 鐘O欣 女

第五宿舍 5416B 17105136 李O 女

第五宿舍 5416C 17104142 藍O瑛 女

第五宿舍 5416D 19102149 排O歆 女

第五宿舍 5417A 18108102 洪O月 女

第五宿舍 5417B 18108116 蔡O臻 女

第五宿舍 5417C 18105203 陳O伊 女

第五宿舍 5417D 17116240 柏O蓁 女

第五宿舍 5418B 19123101 曾O琦 女

第五宿舍 5418C 19119172 楊O庭 女

第五宿舍 5418D 19119112 鄭O芯 女

第五宿舍 5419A 17118152 李O瑾 女

第五宿舍 5419B 17106172 林O薇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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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419C 17118159 鄧O楹 女

第五宿舍 5419D 15118163 花O婷 女

第五宿舍 5420A 18108140 蔡O君 女

第五宿舍 5420B 18108141 林O智 女

第五宿舍 5420C 18108136 陳O含 女

第五宿舍 5420D 18108147 游O霓 女

第五宿舍 5421A 19121145 萬O靜 女

第五宿舍 5421B 19121120 張O婷 女

第五宿舍 5421C 19121119 江O芳 女

第五宿舍 5421D 19121136 劉O瑾 女

第五宿舍 5422A 19104220 張O媚 女

第五宿舍 5422B 19104347 許O媗 女

第五宿舍 5422C 19104215 陳O彤 女

第五宿舍 5422D 19104214 邱O柔 女

第五宿舍 5423A 19116132 陳O琪 女

第五宿舍 5423B 19116169 許O儒 女

第五宿舍 5423C 19116133 吳O羚 女

第五宿舍 5423D 19116131 方O淇 女

第五宿舍 5424A 19104340 劉O嬋 女

第五宿舍 5424B 18104301 蔡O妤 女

第五宿舍 5424C 18104156 羅O瑜 女

第五宿舍 5424D 18104154 秦O甯 女

第五宿舍 5425A 17107107 陳O蓁 女

第五宿舍 5425B 17107111 陳O盈 女

第五宿舍 5425C 17107114 吳O樺 女

第五宿舍 5425D 17107110 楊O醇 女

第五宿舍 5426A 18107206 楊O茜 女

第五宿舍 5426B 18107153 王O竹 女

第五宿舍 5426C 18107128 陳O諭 女

第五宿舍 5426D 18107149 楊O雯 女

第五宿舍 5427A 18107234 郭O芯 女

第五宿舍 5427B 18107237 陳O淩 女

第五宿舍 5427C 18107235 葉O禧 女

第五宿舍 5427D 18107107 鍾O育 女

第五宿舍 5428A 18121151 王O縈 女

第五宿舍 5428B 18121115 李O慈 女

第五宿舍 5428C 19114148 曾O琳 女

第五宿舍 5428D 18121146 林O嫺 女

第五宿舍 5429A 18116251 陳O蓉 女

第五宿舍 5429B 18116240 秦O淩 女

第五宿舍 5429C 17101163 許O茹 女

第五宿舍 5429D 18116222 陳O予 女

第五宿舍 5430A 19107239 許O寧 女

第五宿舍 5430B 19107138 謝O妤 女

第五宿舍 5430C 19107219 吳O玟 女

第五宿舍 5430D 17118112 黃O貞 女

第五宿舍 5431A 17107237 蘭O嘉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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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431B 18104348 顏O溦 女

第五宿舍 5431C 16109228 黃O貞 女

第五宿舍 5501A 19636119 趙O榛 女

第五宿舍 5501B 19636120 陳O穎 女

第五宿舍 5502B 20632119 林O嫻 女

第五宿舍 5502C 18110148 李O儒 女

第五宿舍 5502D 18110132 歐O妤 女

第五宿舍 5503A 18106151 楊O涵 女

第五宿舍 5503B 18106108 陳O方 女

第五宿舍 5503C 18106150 許O滿 女

第五宿舍 5503D 18106107 曾O祺 女

第五宿舍 5504A 19110128 葉O文 女

第五宿舍 5504B 18105150 周O婷 女

第五宿舍 5504C 17122101 魏O 女

第五宿舍 5504D 17109146 陳O祺 女

第五宿舍 5505A 18111115 林O萱 女

第五宿舍 5505B 18111108 韓O潔 女

第五宿舍 5505C 18111129 朱O穎 女

第五宿舍 5505D 18111111 王O瑩 女

第五宿舍 5506A 19634106 劉O嘉 女

第五宿舍 5506B 19634111 李O宇 女

第五宿舍 5507A 19105257 蔡O潔 女

第五宿舍 5507B 19105253 廖O琝 女

第五宿舍 5507C 19105260 郭O均 女

第五宿舍 5507D 19308122 楊O妍 女

第五宿舍 5508A 19107208 林O嫻 女

第五宿舍 5508B 19107246 林O瑜 女

第五宿舍 5508C 19107143 李O倢 女

第五宿舍 5508D 19107206 楊O寒 女

第五宿舍 5509A 19105205 羅O華 女

第五宿舍 5509B 19117103 李O綺 女

第五宿舍 5509C 19105116 張O屏 女

第五宿舍 5509D 19305113 王O閔 女

第五宿舍 5510A 19307147 穆O蓁 女

第五宿舍 5510B 19104334 卓O儀 女

第五宿舍 5510C 19104331 蔡O翎 女

第五宿舍 5510D 19104314 蔡O筑 女

第五宿舍 5511A 19305129 戴O諠 女

第五宿舍 5511B 18316125 蘇O紋 女

第五宿舍 5511C 18105109 黃O楓 女

第五宿舍 5511D 18105234 林O萱 女

第五宿舍 5512A 19104143 洪O綾 女

第五宿舍 5512B 19104224 蔡O臻 女

第五宿舍 5512C 19104251 周O嘉 女

第五宿舍 5512D 19104337 李O瑜 女

第五宿舍 5513A 19122137 吳O貞 女

第五宿舍 5513B 19119187 曾O軒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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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513C 19114250 林O瑄 女

第五宿舍 5513D 19114150 黃O涵 女

第五宿舍 5514A 19119223 潘O恩 女

第五宿舍 5514B 19119220 林O涵 女

第五宿舍 5514C 18119259 藍O妤 女

第五宿舍 5514D 19119218 王O怡 女

第五宿舍 5515A 18117224 陳O霈 女

第五宿舍 5515B 18305126 郭O婷 女

第五宿舍 5515C 18105149 蔡O瑜 女

第五宿舍 5515D 18105237 蘇O瑩 女

第五宿舍 5516A 19105248 陳O羽 女

第五宿舍 5516B 16107123 陳O蒨 女

第五宿舍 5516C 17107225 黃O容 女

第五宿舍 5516D 17107246 葉O均 女

第五宿舍 5517A 19105101 李O婷 女

第五宿舍 5517B 19105103 江O誼 女

第五宿舍 5517C 19105247 許O欣 女

第五宿舍 5517D 19305128 李O葶 女

第五宿舍 5518A 18122130 陳O妘 女

第五宿舍 5518B 18122123 劉O君 女

第五宿舍 5518C 18110136 陳O敏 女

第五宿舍 5518D 18122156 賴O斈 女

第五宿舍 5519A 19103147 陳O竹 女

第五宿舍 5519B 18103108 陳O潔 女

第五宿舍 5519C 18103128 陳O家 女

第五宿舍 5519D 18103134 許O云 女

第五宿舍 5520A 19107201 林O蓁 女

第五宿舍 5520B 19107229 殷O㚬 女

第五宿舍 5520C 17117120 柯O廷 女

第五宿舍 5520D 19117128 楊O羚 女

第五宿舍 5521A 19107128 劉O璋 女

第五宿舍 5521B 19107226 謝O君 女

第五宿舍 5521C 19107227 游O昕 女

第五宿舍 5521D 19107136 方O蓁 女

第五宿舍 5522A 17116166 許O芷 女

第五宿舍 5522B 17116115 黃O喬 女

第五宿舍 5522C 17116122 毛O秀 女

第五宿舍 5522D 17116242 林O君 女

第五宿舍 5523A 18106114 陳O琳 女

第五宿舍 5523B 18106127 蘇O瑜 女

第五宿舍 5523C 18106130 巴O恩 女

第五宿舍 5523D 18106126 盧O怡 女

第五宿舍 5524A 18102213 廖O綺 女

第五宿舍 5524B 18119223 郭O萱 女

第五宿舍 5524C 18119219 高O欣 女

第五宿舍 5524D 18119151 劉O妤 女

第五宿舍 5525A 18108212 謝O怡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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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525B 18108246 陳O澐 女

第五宿舍 5525C 18108249 柯O儒 女

第五宿舍 5525D 18108250 黃O涵 女

第五宿舍 5526A 17109229 施O妤 女

第五宿舍 5526B 18122154 林O柔 女

第五宿舍 5526C 18122113 蔡O筑 女

第五宿舍 5526D 18114155 范O琳 女

第五宿舍 5527A 19118151 呂O馨 女

第五宿舍 5527B 19309134 趙O妤 女

第五宿舍 5527C 19309137 歐O妤佳 女

第五宿舍 5527D 19109113 葉O慈 女

第五宿舍 5528A 18121148 陳O欣 女

第五宿舍 5528B 18121143 許O倩 女

第五宿舍 5528C 18121111 蕭O欣 女

第五宿舍 5528D 18121154 姚O宜 女

第五宿舍 5529A 17107215 黃O瑜 女

第五宿舍 5529B 17107214 陳O羽 女

第五宿舍 5529C 17107219 許O柔 女

第五宿舍 5529D 17107116 吳O蓁 女

第五宿舍 5530A 17109203 王O絜 女

第五宿舍 5530B 17109208 許O慧 女

第五宿舍 5530C 17109209 姚O婕 女

第五宿舍 5530D 17109132 黃O軒 女

第五宿舍 5531A 19110173 森O鈴香 女

第五宿舍 5531B 17121103 李O靜 女

第五宿舍 5531C 17104345 徐O薇 女

第五宿舍 5531D 18307139 陳O緹 女

第五宿舍 5607A 18103113 曾O芹 女

第五宿舍 5607B 18103149 簡O怡 女

第五宿舍 5607C 18105168 蔡O郡 女

第五宿舍 5607D 18111147 游O涵 女

第五宿舍 5608A 19109149 張O茜 女

第五宿舍 5608B 19107107 黃O萍 女

第五宿舍 5608C 19107152 陳O熹 女

第五宿舍 5608D 19121153 施O 女

第五宿舍 5609A 19122150 魏O 女

第五宿舍 5609B 19109248 陳O宸 女

第五宿舍 5609C 19122119 鄭O伶 女

第五宿舍 5609D 19122113 夏O翎 女

第五宿舍 5610A 19117248 魏O妍 女

第五宿舍 5610B 19117243 潘O帆 女

第五宿舍 5610C 19117208 葉O伶 女

第五宿舍 5610D 19117222 陳O菁 女

第五宿舍 5611A 17104255 王O君 女

第五宿舍 5611B 17104253 賴O伶 女

第五宿舍 5611C 17104324 賴O辰 女

第五宿舍 5611D 18104134 陳O如旻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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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宿舍 5612A 18102106 張O瑋濡 女

第五宿舍 5612B 18102214 洪O寧 女

第五宿舍 5612C 20T08201 陳O祺 女

第五宿舍 5612D 18104318 呂O穎 女

第五宿舍 5613A 17109109 張O文 女

第五宿舍 5613B 17109107 張O庭 女

第五宿舍 5613C 17109234 楊O怡 女

第五宿舍 5613D 17109237 楊O如 女

第五宿舍 5614A 18305120 蔡O盈 女

第五宿舍 5614B 18305122 洪O柔 女

第五宿舍 5614C 18305112 吳O醇 女

第五宿舍 5614D 18105268 黃O蓁 女

第五宿舍 5615A 19117267 謝O靜 女

第五宿舍 5615B 18110123 簡O儀 女

第五宿舍 5615C 19117217 張O柔 女

第五宿舍 5615D 19117134 張O怡 女

第五宿舍 5616A 19111140 陳O蒨 女

第五宿舍 5616B 19111118 洪O妤 女

第五宿舍 5616C 19311119 陳O恩 女

第五宿舍 5616D 19121146 王O萱 女

第五宿舍 5619B 20871101 童O彥 男 人類性學研究所博士班

第五宿舍 5620B 20871102 童O珍 女 人類性學研究所博士班

第四宿舍 6109A 19116210 梁O維 女

第四宿舍 6109B 19125149 黃O軒 女

第四宿舍 6109C 19108206 高O翎 女

第四宿舍 6109D 19116168 王O薇 女

第四宿舍 6109E 19116170 郭O蓉 女

第四宿舍 6109F 19116232 曾O閔 女

第四宿舍 6110A 17117203 黃O珊 女

第四宿舍 6110B 19109107 封O綸 女

第四宿舍 6110C 18108245 張O敏 女

第四宿舍 6110D 18309104 林O汛 女

第四宿舍 6110E 19104139 洪O瑄 女

第四宿舍 6111A 16114133 王O 女

第四宿舍 6111B 19105139 王O君 女

第四宿舍 6111C 19105242 陳O安 女

第四宿舍 6111D 17105254 洪O瑜 女

第四宿舍 6111E 19117232 王O妤 女

第四宿舍 6112A 18107220 江O倢 女

第四宿舍 6112B 18107106 蔡O蓁 女

第四宿舍 6112C 19107111 趙O絃 女

第四宿舍 6112D 19104342 徐O麟 女

第四宿舍 6112E 18116136 周O婷 女

第四宿舍 6213A 19108106 黃O菁 女

第四宿舍 6213B 19109138 郭O恩 女

第四宿舍 6213C 19108133 薛O欣 女

第四宿舍 6213D 19117130 鄭O芯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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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213E 19314128 陳O雯 女

第四宿舍 6213F 19108107 賴O頻 女

第四宿舍 6214A 19114215 莊O嬋 女

第四宿舍 6214B 19116139 方O晴 女

第四宿舍 6214C 19116105 劉O雨 女

第四宿舍 6214D 19108137 黃O媗 女

第四宿舍 6214F 19114146 丁O庭 女

第四宿舍 6215A 19108215 蔡O賢 女

第四宿舍 6215B 19108224 涂O璇 女

第四宿舍 6215C 19104316 鍾O庭 女

第四宿舍 6215D 19108218 黃O俐 女

第四宿舍 6215E 19108226 張O絮 女

第四宿舍 6215F 19108227 林O 女

第四宿舍 6216A 19119204 黃O婷 女

第四宿舍 6216B 19119213 王O雰 女

第四宿舍 6216C 19119134 黃O鳳 女

第四宿舍 6216D 19123145 陳O樺 女

第四宿舍 6216E 19119148 蘇O榕 女

第四宿舍 6216F 19123147 施O卉 女

第四宿舍 6217A 19107230 郭O筑 女

第四宿舍 6217B 19116179 林O均 女

第四宿舍 6217C 19107236 王O涵 女

第四宿舍 6217D 19307102 李O瑄 女

第四宿舍 6217E 19107232 李O廷 女

第四宿舍 6217F 19116149 劉O芸 女

第四宿舍 6218A 18304123 鄭O霙 女

第四宿舍 6218B 18315137 徐O婷 女

第四宿舍 6218C 18318107 宋O臻 女

第四宿舍 6218D 18310108 陳O璇 女

第四宿舍 6218E 18318104 陳O兒 女

第四宿舍 6218F 19118104 李O 女

第四宿舍 6219A 18116105 陳O妮 女

第四宿舍 6219B 18116109 王O帆 女

第四宿舍 6219C 18116243 李O琪 女

第四宿舍 6219D 18116221 李O安 女

第四宿舍 6219E 18108219 彭O綾 女

第四宿舍 6219F 18116273 高O苓 女

第四宿舍 6220A 17117266 盧O琪 女

第四宿舍 6220B 17117160 鄭O允 女

第四宿舍 6220C 18117264 鄭O頻 女

第四宿舍 6220D 19106170 詹O玟 女

第四宿舍 6220E 外籍新生 陳O欣 女

第四宿舍 6221A 19108141 許O雲 女

第四宿舍 6221B 19109228 陳O綺 女

第四宿舍 6221C 19108153 林O橞 女

第四宿舍 6221D 19108146 吳O吟 女

第四宿舍 6221F 19T15907 李O寧 女

第 43 頁，共 53 頁



宿舍名稱 宿舍編號 學號 姓名 性別 系別

109學年第1學期住宿床位分配名單

(含新生/舊生/僑外陸生/轉學生/復學生)搜尋請Ctrl+F輸入學號

第四宿舍 6222A 18119227 郭O晴 女

第四宿舍 6222B 18107218 周O禧 女

第四宿舍 6222C 18118141 許O茹 女

第四宿舍 6222D 18113202 林O君 女

第四宿舍 6222E 19308109 陳O瑄 女

第四宿舍 6222F 18125134 呂O珮 女

第四宿舍 6223A 19107218 黃O瑜 女

第四宿舍 6223B 19102235 陳O恩 女

第四宿舍 6223C 19104204 林O汶 女

第四宿舍 6223D 19107215 周O珊 女

第四宿舍 6223E 19107217 黃O菻 女

第四宿舍 6223F 19104142 戴O瑜 女

第四宿舍 6224A 17107221 張O婷 女

第四宿舍 6224B 18101135 黃O婷 女

第四宿舍 6224C 18125145 顏O珏 女

第四宿舍 6224D 18116103 吳O萱 女

第四宿舍 6224E 18116104 劉O鷹 女

第四宿舍 6224F 18116122 林O芩 女

第四宿舍 6317B 外籍新生 陳O欣 女

第四宿舍 6317C 外籍新生 袁O瑩 女

第四宿舍 6317D 外籍新生 李O琪 女

第四宿舍 6317E 外籍新生 呂O雯 女

第四宿舍 6318A 外籍新生 劉O綾 女

第四宿舍 6318B 外籍新生 郭O慧 女

第四宿舍 6318C 外籍新生 黃O娩 女

第四宿舍 6318D 外籍新生 辜O妮 女

第四宿舍 6318E 外籍新生 羅O韵 女

第四宿舍 6319B 外籍新生 李O庭 女

第四宿舍 6319C 外籍新生 郭O諾 女

第四宿舍 6319D 外籍新生 郭O妤 女

第四宿舍 6319E 外籍新生 鍾O彤 女

第四宿舍 6319F 外籍新生 馬O嘉 女

第四宿舍 6320A 18102104 趙O晴 女

第四宿舍 6320B 18102107 林O欣 女

第四宿舍 6320C 18102135 王O茜 女

第四宿舍 6320D 18102101 鄭O方 女

第四宿舍 6320E 18106156 魏O涵 女

第四宿舍 6320F 18113268 陳O吟 女

第四宿舍 6321B 外籍新生 林O童 女

第四宿舍 6321C 外籍新生 劉O姸 女

第四宿舍 6321D 外籍新生 鄭O琳 女

第四宿舍 6321E 外籍新生 陳O琳 女

第四宿舍 6321F 外籍新生 毛O溋 女

第四宿舍 6322B 外籍新生 許O環 女

第四宿舍 6322C 外籍新生 李O文 女

第四宿舍 6322D 外籍新生 鄭O雯 女

第四宿舍 6322E 外籍新生 梁O雅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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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322F 外籍新生 周O盈 女

第四宿舍 6323B 外籍新生 三O珠里 女

第四宿舍 6323C 外籍新生 古O寧寧 女

第四宿舍 6323D 外籍新生 中O涼 女

第四宿舍 6323E 外籍新生 蔡O陵 女

第四宿舍 6323F 外籍新生 謝O冕 女

第四宿舍 6324A 19107240 吳O滎 女

第四宿舍 6324B 19116138 陳O芸 女

第四宿舍 6324C 19106143 李O員 女

第四宿舍 6324D 19110115 黃O靜 女

第四宿舍 6324E 19307121 郁O鈞 女

第四宿舍 6324F 19106113 陳O禾 女

第四宿舍 6325A 17102270 劉O冰 男

第四宿舍 6325B 19205101 楊O婷 女

第四宿舍 6325C 18109251 陳O珠 女

第四宿舍 6325D 19217101 胥O彬 女

第四宿舍 6325E 19209101 楊O辛格 女

第四宿舍 6325F 19207101 葉O儀 女

第四宿舍 6326A 19108230 許O 女

第四宿舍 6326B 18107171 蔡O楓 女

第四宿舍 6326C 19121128 徐O濯 女

第四宿舍 6326D 19108232 鄭O萱 女

第四宿舍 6326E 16104232 陳O寅 女

第四宿舍 6328A 19315124 鐘O雅 女

第四宿舍 6328B 19105143 陳O如 女

第四宿舍 6328C 18117238 黃O丹 女

第四宿舍 6328D 19105151 陳O潔 女

第四宿舍 6328E 19105142 吳O玟 女

第四宿舍 6328F 19105168 侯O欣 女

第四宿舍 6330A 19122166 袁O罄 女

第四宿舍 6330B 18108157 我O屋藍香 女

第四宿舍 6330D 18107157 吳O霏 女

第四宿舍 6330E 17104355 胡O 女

第四宿舍 6330F 17116151 何O瑩 女

第四宿舍 6331A 19106141 張O禎 女

第四宿舍 6331B 19103107 葉O伃 女

第四宿舍 6331C 17121145 陳O媚 女

第四宿舍 6331D 19121113 陳O 女

第四宿舍 6331E 18106119 孫O妡 女

第四宿舍 6331F 19106105 鐘O愉 女

第四宿舍 6332A 18121156 鍾O姿 女

第四宿舍 6332B 18106116 陳O妤 女

第四宿舍 6332C 18106123 翟O鍶 女

第四宿舍 6332D 19107112 許O鈞 女

第四宿舍 6332E 18302146 吳O紜 女

第四宿舍 6332F 18106132 王O雅 女

第四宿舍 6417C 19121107 高O芝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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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417D 17108145 王O棋 女

第四宿舍 6417E 17101148 林O容 女

第四宿舍 6418B 外籍新生 橋O抽依 女

第四宿舍 6418C 15108158 劉O浵 女

第四宿舍 6418D 19102157 劉O君 女

第四宿舍 6418E 19102203 謝O瑩 女

第四宿舍 6418F 19302136 趙O萱 女

第四宿舍 6419A 17105258 蔡O欣 女

第四宿舍 6419B 17109250 劉O萱 女

第四宿舍 6419C 17108153 黃O林 女

第四宿舍 6419D 17108151 史O致 女

第四宿舍 6419E 17105257 唐O倚 女

第四宿舍 6420A 18116262 黃O蓁 女

第四宿舍 6420B 19121131 鄭O 女

第四宿舍 6420C 17105262 蔡O娟 女

第四宿舍 6420D 18116216 徐O庭 女

第四宿舍 6420E 18116220 黃O禎 女

第四宿舍 6420F 19318125 陳O嫚 女

第四宿舍 6421C 17110173 山O美音 女

第四宿舍 6421D 18107161 陳O寧 女

第四宿舍 6421E 19110176 阮O鶯 女

第四宿舍 6421F 19102258 阮O越河 女

第四宿舍 6422D 18118158 黃O婷 女

第四宿舍 6422E 18116159 陳O雯 女

第四宿舍 6422F 18107261 張O如 女

第四宿舍 6423A 19114252 洪O涵 女

第四宿舍 6423B 19122111 鄭O雯 女

第四宿舍 6423C 19122105 林O潔 女

第四宿舍 6423D 19114227 吳O淋 女

第四宿舍 6423E 19114214 馮O評 女

第四宿舍 6423F 19122125 宋O琁 女

第四宿舍 6424A 19107255 曹O玥 女

第四宿舍 6424B 19108259 劉O瀧 女

第四宿舍 6424C 19116248 周O寶 女

第四宿舍 6424D 19107253 李O雯 女

第四宿舍 6424E 19116249 鄭O燕 女

第四宿舍 6424F 19117156 巴O燕 女

第四宿舍 6425A 18101304 習O宜 女

第四宿舍 6425B 18101306 馬O達 女

第四宿舍 6425E 18101313 馮O亞 女

第四宿舍 6425F 18101315 馬O雅 女

第四宿舍 6426A 18101331 謝O絲 女

第四宿舍 6426B 18101323 梅O維 女

第四宿舍 6426C 18101325 吳O妮 女

第四宿舍 6426D 18101330 倪O容 女

第四宿舍 6427A 19116189 張O文 女

第四宿舍 6427B 19116207 許O雯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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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427C 19116111 施O馨 女

第四宿舍 6427D 19116146 古O寧 女

第四宿舍 6427F 19116114 陳O君 女

第四宿舍 6428A 19117160 吳O恩 女

第四宿舍 6428C 19117166 曾O彤 女

第四宿舍 6428D 19122168 黃O盈 女

第四宿舍 6428E 19117157 鍾O綺 女

第四宿舍 6429A 18104208 郭O慧 女

第四宿舍 6429B 18104205 朱O蓓 女

第四宿舍 6429C 18104305 陳O玲 女

第四宿舍 6429D 18104321 姚O彤 女

第四宿舍 6429E 18104202 張O惠 女

第四宿舍 6429F 18104143 張O嘉 女

第四宿舍 6430B 19311139 胡O媛 女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第四宿舍 6430C 19316149 林O婕 女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第四宿舍 6430E 19118160 陳O琦 女

第四宿舍 6430F 19121158 王O 女

第四宿舍 6431A 19111152 田O鑫 女

第四宿舍 6431B 18104319 陳O 女

第四宿舍 6431C 19311125 李O涵 女

第四宿舍 6431D 18102262 張O文慈 女

第四宿舍 6431E 18102120 吳O嬑 女

第四宿舍 6431F 19121117 張O禎 女

第四宿舍 6432C 18110175 比O希沙羅 女

第四宿舍 6432D 18108255 廖O珠 女

第四宿舍 6432E 18103153 長O堇 女

第四宿舍 6517A 19109246 劉O婷 女

第四宿舍 6517B 19311108 林O帆 女

第四宿舍 6517C 19109205 黃O珊 女

第四宿舍 6517D 19311131 吳O真 女

第四宿舍 6517E 19109145 張O慈 女

第四宿舍 6517F 19109137 楊O容 女

第四宿舍 6518A 19105218 陳O璇 女

第四宿舍 6518B 19119214 陳O水 女

第四宿舍 6518C 18119248 許O綺 女

第四宿舍 6518D 19310117 林O婷 女

第四宿舍 6518E 19304139 顏O雯 女

第四宿舍 6518F 19310145 梁O芸 女

第四宿舍 6519A 18107142 吳O蓓 女

第四宿舍 6519B 18316108 吳O辰 女

第四宿舍 6519C 18119231 賴O涵 女

第四宿舍 6519D 18119234 汪O潔 女

第四宿舍 6519E 17114255 嚴O郡 女

第四宿舍 6519F 17121157 湯O爾 女

第四宿舍 6520A 19316129 宋O宏 女

第四宿舍 6520B 19119147 蔡O菁 女

第四宿舍 6520C 19119188 張O真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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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520D 19111126 林O彤 女

第四宿舍 6520E 19116153 吳O儀 女

第四宿舍 6520F 19125130 許O聰 女

第四宿舍 6521A 19108255 林O霞 女

第四宿舍 6521B 19111154 張O鑫 女

第四宿舍 6521C 19104256 湯O嘉 女

第四宿舍 6521D 19116242 鄭O霞 女

第四宿舍 6521E 19107154 陳O霓 女

第四宿舍 6521F 19108257 王O慈 女

第四宿舍 6522A 19107228 陳O宣 女

第四宿舍 6522B 19107224 賴O吟 女

第四宿舍 6522C 19116230 馬O綺 女

第四宿舍 6522D 18105250 邱O靜 女

第四宿舍 6522E 19116110 林O詩 女

第四宿舍 6522F 19116218 潘O柔 女

第四宿舍 6523A 18119255 施O怡 女

第四宿舍 6523B 19108220 吳O筠 女

第四宿舍 6523C 18119226 鄭O玟 女

第四宿舍 6523D 18119230 柳O霏 女

第四宿舍 6523E 18119225 葉O儀 女

第四宿舍 6524A 18107216 吳O靜 女

第四宿舍 6524B 18307121 林O軒 女

第四宿舍 6524C 18307132 張O碧 女

第四宿舍 6524D 19110174 林O菁 女

第四宿舍 6524E 18107105 徐O蓉 女

第四宿舍 6524F 18107113 林O玲 女

第四宿舍 6525A 18116239 謝O臻 女

第四宿舍 6525B 18116275 張O涵 女

第四宿舍 6525C 18116237 高O鈺 女

第四宿舍 6525D 19123111 劉O閔 女

第四宿舍 6525E 19106152 程O玟 女

第四宿舍 6525F 18316141 高O瑜 女

第四宿舍 6526B 17119234 張O甄 女

第四宿舍 6526C 18107259 萬O晴 女

第四宿舍 6526D 18107257 李O雯 女

第四宿舍 6526E 18107260 林O彬 女

第四宿舍 6526F 19107213 張O真 女

第四宿舍 6527A 18104257 陳O恩 女

第四宿舍 6527B 19107106 林O珺 女

第四宿舍 6527C 18107163 邱O允 女

第四宿舍 6527D 17104354 王O 女

第四宿舍 6527E 19107149 詹O晴 女

第四宿舍 6527F 18108165 黃O汶 女

第四宿舍 6528A 17113138 張O媛 女

第四宿舍 6528B 18117162 林O靜 女

第四宿舍 6528C 18117163 陳O媚 女

第四宿舍 6528D 17107268 梁O妮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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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528E 18108160 黃O瑋 女

第四宿舍 6528F 17313118 趙O萱 女

第四宿舍 6529A 19111240 李O郁 女

第四宿舍 6529B 19111251 洪O妤 女

第四宿舍 6529C 19111201 周O霆 女

第四宿舍 6529D 19111207 林O晴 女

第四宿舍 6529E 19111250 陳O雯 女

第四宿舍 6529F 19111217 邱O涵 女

第四宿舍 6530A 18114107 李O瑩 女

第四宿舍 6530B 18114127 翁O琪 女

第四宿舍 6530C 18114125 楊O容 女

第四宿舍 6530D 19104104 唐O慧 女

第四宿舍 6530E 18114120 陳O璇 女

第四宿舍 6530F 18114141 何O婷 女

第四宿舍 6531A 18120156 王O 女

第四宿舍 6531B 18107262 劉O愛 女

第四宿舍 6531C 18111157 傅O健 女

第四宿舍 6531D 18121159 詹O蘭 女

第四宿舍 6531E 18103155 葉O儀 女

第四宿舍 6531F 18122164 黃O茹 女

第四宿舍 6532A 19314134 胡O玟 女

第四宿舍 6532B 17107140 曹O容 女

第四宿舍 6532C 18117215 謝O伶 女

第四宿舍 6532D 19307115 胡O芸 女

第四宿舍 6532E 18122104 黃O茨 女

第四宿舍 6532F 18114153 張O庭 女

第四宿舍 6617A 19104129 陳O弼 女

第四宿舍 6617B 19107150 鄭O卉 女

第四宿舍 6617C 19119164 涂O蓉 女

第四宿舍 6617D 19107243 鄭O如 女

第四宿舍 6617E 19107249 蔡O錚 女

第四宿舍 6617F 18307104 蔡O蓁 女

第四宿舍 6618A 19110146 王O語 女

第四宿舍 6618B 19110147 歐O君 女

第四宿舍 6618D 19119170 朱O茜 女

第四宿舍 6618E 19311126 林O伶 女

第四宿舍 6618F 19102152 黃O媛 女

第四宿舍 6619A 18108233 黃O茜 女

第四宿舍 6619B 18108227 劉O玲 女

第四宿舍 6619D 18108236 譚O瑜 女

第四宿舍 6619E 18108239 黃O琳 女

第四宿舍 6619F 18108235 徐O珊 女

第四宿舍 6620A 18110174 金O和佳奈 女

第四宿舍 6620B 18104162 砂O千草 女

第四宿舍 6620C 18109235 吳O慧 女

第四宿舍 6620D 18109242 柯O吟 女

第四宿舍 6620E 外籍新生 袁O瑩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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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620F 外籍新生 李O琪 女

第四宿舍 6621A 19116205 夏O雯 女

第四宿舍 6621B 19116204 侯O華 女

第四宿舍 6621C 19116185 謝O靜 女

第四宿舍 6621D 19125150 梁O筑 女

第四宿舍 6621E 19125148 許O郁 女

第四宿舍 6621F 19125153 黃O珊 女

第四宿舍 6622A 19123135 黃O晏 女

第四宿舍 6622B 19123113 劉O嘉 女

第四宿舍 6622C 19106140 曾O芳 女

第四宿舍 6622D 19106134 鍾O君 女

第四宿舍 6622E 19106133 林O萱 女

第四宿舍 6622F 19106127 鍾O芸 女

第四宿舍 6623A 19113138 蔣O芳 女

第四宿舍 6623B 18113174 傅O文 女

第四宿舍 6623C 19118125 洪O晴 女

第四宿舍 6623D 19118137 李O婷 女

第四宿舍 6623E 19125143 王O芸 女

第四宿舍 6623F 19113131 李O瑜 女

第四宿舍 6624A 17104215 何O玉 女

第四宿舍 6624B 17104223 林O緗 女

第四宿舍 6624C 17104254 高O瑀 女

第四宿舍 6624D 17104242 蔡O淇 女

第四宿舍 6624E 17104246 林O瑩 女

第四宿舍 6624F 17104225 呂O瑄 女

第四宿舍 6625A 17114162 梁O娥 女

第四宿舍 6625B 17108159 呂O萱 女

第四宿舍 6625C 17107271 蘇O萱 女

第四宿舍 6625D 17108163 孫O綺 女

第四宿舍 6625E 17107262 鍾O豫 女

第四宿舍 6625F 17106173 戴O貞 女

第四宿舍 6626A 19104211 伍O慈 女

第四宿舍 6626B 19110116 劉O宣 女

第四宿舍 6626D 19111141 陳O恩 女

第四宿舍 6626E 19110118 蔡O茹 女

第四宿舍 6626F 19104335 蕭O軒 女

第四宿舍 6627A 19101113 洪O安 女

第四宿舍 6627B 19102234 許O惠 女

第四宿舍 6627C 19111106 石O儀 女

第四宿舍 6627D 19106151 凃O伶 女

第四宿舍 6627E 19315112 王O幸 女

第四宿舍 6627F 19123104 陳O均 女

第四宿舍 6628A 19111228 謝O璇 女

第四宿舍 6628B 19111236 劉O妏 女

第四宿舍 6628C 18102132 王O褕 女

第四宿舍 6628D 18107207 毛O喬 女

第四宿舍 6628E 18109142 董O筑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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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628F 18107225 林O珊 女

第四宿舍 6629A 17108256 蔡O惠 女

第四宿舍 6629B 17108149 張O恩 女

第四宿舍 6629C 17116250 陳O伃 女

第四宿舍 6629D 17107129 周O希 女

第四宿舍 6629E 17111109 黃O貞 女

第四宿舍 6629F 19117146 蕭O 女

第四宿舍 6630B 18114237 李O芳 女

第四宿舍 6630C 18104226 葉O妤 女

第四宿舍 6630D 18313128 陳O蓁 女

第四宿舍 6630E 18104111 王O漩 女

第四宿舍 6630F 17110161 林O慈 女

第四宿舍 6631A 18108164 鄧O芝 女

第四宿舍 6631B 18108264 蔣O菁 女

第四宿舍 6631C 18120122 藍O橙 女

第四宿舍 6631E 19117171 陳O羽 女 表演藝術系

第四宿舍 6631F 19117269 陳O妤 女 表演藝術系

第四宿舍 6632A 19106169 吳O嫻 女

第四宿舍 6632B 19105227 許O婷 女

第四宿舍 6632C 19105250 許O瑜 女

第四宿舍 6632D 19108116 趙O妤 女

第四宿舍 6632E 17104129 曾O宜 女

第四宿舍 6632F 19105228 陳O如 女

第四宿舍 6717C 19116126 李O妤 女

第四宿舍 6717D 19119135 黃O儀 女

第四宿舍 6717E 18125136 丁O青 女

第四宿舍 6717F 19116115 王O君 女

第四宿舍 6718A 19110139 王O安 女

第四宿舍 6718B 19110140 趙O妤 女

第四宿舍 6718C 19316115 李O萱 女

第四宿舍 6718D 19111223 伍O文 女

第四宿舍 6718E 19106162 王O棋 女

第四宿舍 6718F 19102106 朱O萱 女

第四宿舍 6719A 18102129 江O琪 女

第四宿舍 6719B 18119128 吳O宣 女

第四宿舍 6719C 18102146 穆O綸 女

第四宿舍 6719D 18102147 曾O儀 女

第四宿舍 6719E 18102123 王O嫺 女

第四宿舍 6719F 17110138 黃O婷 女

第四宿舍 6720A 17104212 朱O儀 女

第四宿舍 6720B 19119238 黃O琇 女

第四宿舍 6720C 19119255 陸O伶 女

第四宿舍 6720D 17104145 沈O涵 女

第四宿舍 6720E 19119205 徐O美 女

第四宿舍 6720F 17107147 賴O伃 女

第四宿舍 6721A 18104303 陳O穎 女

第四宿舍 6721B 19108157 黃O茜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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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宿舍 6721C 19116245 高O蓮 女

第四宿舍 6721D 18104304 謝O芸 女

第四宿舍 6721E 18104330 湯O瑄 女

第四宿舍 6721F 18105152 藍O心 女

第四宿舍 6722A 17307151 黃O瑋 女

第四宿舍 6722B 18122166 蘇O柔 女

第四宿舍 6722C 18115164 邱O軒 女

第四宿舍 6722D 18120115 陳O斈 女

第四宿舍 6722E 18119167 胡O寧 女

第四宿舍 6722F 17116229 盧O 女

第四宿舍 6723B 19122169 鄒O她 女

第四宿舍 6723C 18113260 黃O妤 女

第四宿舍 6723D 18113163 涂O綾 女

第四宿舍 6723E 19101136 李O君 女

第四宿舍 6723F 18106101 鄭O沛 女

第四宿舍 6724C 17109255 沈O儀 女

第四宿舍 6724D 17108263 陳O文 女

第四宿舍 6724E 17108113 李O嬅 女

第四宿舍 6724F 17108112 陳O妘 女

第四宿舍 6725C 18108106 陳O君 女

第四宿舍 6725D 18108117 林O如 女

第四宿舍 6725E 18108111 許O毓 女

第四宿舍 6725F 18308123 陳O綺 女

第四宿舍 6726A 19103106 李O璇 女

第四宿舍 6726B 19110112 顏O萱 女

第四宿舍 6726C 19102252 伍O慈 女

第四宿舍 6726D 17110172 三O友莉佳 女

第四宿舍 6726E 19117154 胡O惠 女

第四宿舍 6726F 17109152 立O菜瑠美 女

第四宿舍 6727A 17109124 王O云 女

第四宿舍 6727B 18114208 張O甄 女

第四宿舍 6727C 18301106 李O君 女

第四宿舍 6727D 17109101 張O子 女

第四宿舍 6727E 18101131 李O瑄 女

第四宿舍 6728A 17107101 陳O薰 女

第四宿舍 6728B 18101161 劉O瑄 女

第四宿舍 6728C 18101139 蔡O璇 女

第四宿舍 6728E 18104116 林O渝 女

第四宿舍 6728F 18101121 鍾O涵 女

第四宿舍 6729A 17110116 張O棋 女

第四宿舍 6729B 17108138 李O妤 女

第四宿舍 6729C 16101117 劉O均 女

第四宿舍 6729D 外籍新生 徐O彤 女

第四宿舍 6729F 17123133 許O萍 女

第四宿舍 6730A 17123121 方O潔 女

第四宿舍 6730B 外籍新生 陳O予 女

第四宿舍 6730D 17116243 李O霓 女

第 52 頁，共 53 頁



宿舍名稱 宿舍編號 學號 姓名 性別 系別

109學年第1學期住宿床位分配名單

(含新生/舊生/僑外陸生/轉學生/復學生)搜尋請Ctrl+F輸入學號

第四宿舍 6730E 17116245 黃O婷 女

第四宿舍 6730F 17309108 黃O壎 女

第四宿舍 6731B 17107229 洪O欣 女

第四宿舍 6731C 18316131 馮O靖 女

第四宿舍 6731D 19110117 蔡O儒 女

第四宿舍 6731E 18111133 賴O萱 女

第四宿舍 6732A 19108261 阮O倰 女 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四宿舍 6732C 17104307 彭O萍 女

第四宿舍 6732E 17108128 黃O筠 女

第四宿舍 6732F 17107224 曲O儀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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