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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新生錄取名單 

錄取系組(學位學程)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37308007 林同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25304004 陳同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45321070 陳同學 

材料工程系 45301049 江同學 

材料工程系 45307007 吳同學 

材料工程系 25301024 林同學 

材料工程系 35301003 莊同學 

材料工程系 35318006 郭同學 

材料工程系 25318006 陳同學 

材料工程系 35301010 蔡同學 

材料工程系 35307006 蔡同學 

材料工程系 45301029 謝同學 

材料工程系 35301021 蘇同學 

材料工程系 35318005 曾同學 

材料工程系 45318015 王同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36310004 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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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系 45308028 張同學 

金融管理系 37310002 柯同學 

旅遊文化系 35321034 鄭同學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25308003 詹同學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37302004 李同學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17304010 李同學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37302001 杜同學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37301003 周同學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37304006 孫同學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26303001 謝同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45308055 李同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34308009 邱同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34308012 梁同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64308032 簡同學 

資訊工程系 25303005 廖同學 

資訊工程系 35304002 劉同學 

資訊傳播系 37304002 何同學 

資訊傳播系 37308011 郭同學 

資訊管理系 35304010 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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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 25304008 吳同學 

電子工程系 34304002 李同學 

電子工程系 17304006 張同學 

電子工程系 35304011 莊同學 

電子工程系 45304005 詹同學 

電子工程系 33304001 蔡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7307001 丁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45301010 王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5307005 呂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64301001 林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02001 林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21003 林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5303012 林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17304024 邱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5304005 張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08006 陳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03002 陳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01004 陳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4304003 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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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45310053 黃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45308068 鄒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21007 潘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7308012 潘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7303002 蔡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5310012 蔡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10004 蔣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02004 鄭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7321045 鄭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64310020 盧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5307002 蕭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5308010 賴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45307003 賴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34308010 謝同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27301005 羅同學 

電機工程系 35301018 何同學 

電機工程系 37303001 李同學 

電機工程系 45304050 林同學 

電機工程系 37301006 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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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64303009 徐同學 

電機工程系 37304003 翁同學 

電機工程系 37304004 許同學 

電機工程系 17304005 黃同學 

電機工程系 35303009 蔡同學 

電機工程系 25303003 盧同學 

電機工程系 37302007 鍾同學 

電機工程系 37301004 蘇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34303001 王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37304007 李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27302002 周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34301001 柯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37304001 張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37304008 張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37303006 陳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25303002 劉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35303008 蔡同學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 17301004 黎同學 

樂齡生活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5310021 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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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 35302006 胡同學 

機械工程系 25301020 陳同學 

機械工程系 45301044 楊同學 

機械工程系 25301014 詹同學 

機械工程系 25301006 劉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 35302008 王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 34302003 吳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 45302024 林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 37302003 林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 27302003 黃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 45301016 余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 35301004 李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 27301004 李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 25301023 廖同學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 37301009 戴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29 王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01 王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5321017 白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7321016 白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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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19 余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45316019 吳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7321038 吳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5321027 呂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26 呂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09 杜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7321032 彼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7321024 林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11 林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28 林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4321007 林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42 邱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45321002 邱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75321004 徐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05 涂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38 張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7321005 張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18 陳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4321002 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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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5321026 陸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33 曾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17321002 黃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07 黃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5321025 黃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48 黃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7321021 黃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4321006 楊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7321011 葉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24 劉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64321021 蔡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17321047 蔡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27321019 蔣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4321004 盧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75321005 謝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40 顏同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35321039 蘇同學 

環境工程系 27303003 江同學 

環境工程系 24307002 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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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系 45301034 吳同學 

環境工程系 35321023 林同學 

環境工程系 37321005 施同學 

環境工程系 37301002 洪同學 

環境工程系 37301001 洪同學 

環境工程系 37303005 涂同學 

環境工程系 25307007 馬同學 

環境工程系 35301011 陳同學 

環境工程系 37321023 黃同學 

環境工程系 24301001 黃同學 

環境工程系 37301008 萬同學 

環境工程系 17311004 蕭同學 

環境工程系 45303002 賴同學 

環境工程系 35307001 鍾同學 

環境工程系 45307009 簡同學 

環境工程系 35301014 蘇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37321012 王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34310003 李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37321022 唐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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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27321013 黃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34311001 黃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74321001 管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24302001 鄧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34310001 謝同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 37301005 蘇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