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崑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技優甄審第一階段榜單 

系(組、學位學程) 報名序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1 王駿庭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2 柯佑翰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3 陳樞銜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4 林軒弘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5 許博傑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6 廖翊博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7 程琮閔 

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機械) 10-035-008 林俊宇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1 盧湄臻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2 李昀澤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3 李宸暘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4 王皓宇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5 薛宇哲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6 柯富國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7 熊家鴻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8 章緯燁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09 陳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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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0 李紘珉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1 羅昱宸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2 許名毅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3 蔡東諭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4 沈漢錞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5 蘇睿杰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6 黃偉杰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7 陳政瑋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8 陳彥均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19 蘇祈佑 

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汽車) 15-005-020 陳信呈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1 黃國崴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2 吳宏彬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3 洪啟維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4 張育銓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5 賴柏淮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6 吳庭瑋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7 洪翊誠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8 王璿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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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09 陳柏睿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0 高承泓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1 邱冠誠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2 周廷豪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3 張謹麟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4 黃品諺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5 李俊幃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6 黃曳煒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7 蔡伯脩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8 何意琨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19 許秉韋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0 李珈鋒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1 彭彥琪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2 邱易江融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3 張閎竣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4 吳昱杰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5 林景揚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6 張儷庭 

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7 陳信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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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電機) 20-039-028  林帛諭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電機) 20-040-001 簡睿霆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電機) 20-040-002 吳富傑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電機) 20-040-003 蔡伯脩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電機) 20-040-004 黃程毅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電機) 20-040-005 吳昱杰 

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電機) 20-040-006 林景揚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1 吳健綸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2 黃珮瑜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3 艾宇庭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4 賴柏淮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5 王正彭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6 吳嘉哖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7 沈庭暉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8 丁昱凱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09 蔡乙霆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10 吳昱杰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11 林景揚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12 楊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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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13 楊之琦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14 賴寬仁 

電子工程系(電子) 25-046-015 鄭駿霖 

環境工程系(機械) 10-036-001 黃明哲 

環境工程系(機械) 10-036-002 吳明哲 

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電機) 20-041-001 林雨柔 

材料工程系(機械) 10-037-001 林俊宇 

資訊工程系(電機) 20-042-001 陳柏辰 

資訊工程系(電機) 20-042-002 林承毅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1 林煜浚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2 蘇柏文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3 蘇楷棋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4 陳育誠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5 黃祺閎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6 沈庭暉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7 張育綺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8 秦永興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09 鍾宇威 

資訊工程系(電子) 25-047-010 潘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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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系人工智慧應用組(電子) 25-048-001 黃祺閎 

智慧機器人工程系(電機) 20-044-001 黃曳煒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商設) 85-031-001 陳語諠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商設) 85-031-002 鄭晴方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商設) 85-031-003 陳郁卉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商設) 85-031-004 蕭達鴻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商設) 85-031-005 蘇奕文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商設) 85-031-006 羅紘邦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1 張毓軒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2 陳昱睿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3 郭昕榮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4 鐘宜綸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5 盧芯慈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6 施雅婷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7 曾芷柔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8 林怡蓁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09 陳承佑 

企業管理系(商業) 60-084-010 朱佳君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商業) 60-086-001 林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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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系(商業) 60-085-001 張毓軒 

金融管理系(商業) 60-085-002 沈佑杰 

金融管理系(商業) 60-085-003 楊心妤 

金融管理系(商業) 60-085-004 龔連偉 

金融管理系(商業) 60-085-005 林宏翰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1 吳健綸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2 艾宇庭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3 鄭凱宏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4 凃育誠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5 郭冠暐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6 倪珮瑄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7 周子語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8 黃竑程 

資訊管理系(資管) 65-028-009 劉承儫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1 黃星伶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2 林思妤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3 李禹希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4 曾昱瑄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5 林佩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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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6 郭怡琦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7 張詠婕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8 李欣怡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09 許詠玟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0 王永雋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1 黃胤展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2 朱若瑜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3 葉芳宜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4 王昱欣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5 蘇吉晢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6 楊晨均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7 陳書妍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8 江宜蓁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19 田珈銓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0 蔡侑澄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1 白叡婕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2 吳昱諺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3 林佩岑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4 蔡汶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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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5 廖益聖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6 黃惠靖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7 陳昭慈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8 汪金囿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29 李秋臻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0 施雅婷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1 曾芷柔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2 林怡蓁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3 楊意如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4 蕭羽軒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5 陳怡婷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6 林俐君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7 蕭健呈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8 黃禹喬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39 曾蕙閔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40 劉璐加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41 郭彥甫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42 陳竑達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43 陳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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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44 羅紘邦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45 曾佩妤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設) 85-032-046 汪佩宜 

空間設計系(土木) 40-015-001 楊狄錠 

空間設計系(土木) 40-015-002 凃鎧宸 

空間設計系(土木) 40-015-003 歐霖杰 

空間設計系(土木) 40-015-004 徐毓聆 

空間設計系(土木) 40-015-005 盧培濬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1 林宜靜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2 徐靖惠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3 陳盈綺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4 鄭雅文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5 曾孟玉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6 徐旻淳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7 謝喻咨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8 鄧燕彤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09 謝鈞豪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10 宋宜謙 

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11 翁姍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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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系(商設) 85-033-012 彭冠傑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商業) 60-087-001 張捷依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商設) 85-034-001 陳子帆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商設) 85-034-002 黃郁烜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商設) 85-034-003 黃守德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商設) 85-034-004 陳玉琳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商設) 85-034-005 曾信翰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商設) 85-034-006 陳妤璇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1 黃星芷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2 呂泓逵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3 賴倚萱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4 陳岍樺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5 余芊瑩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6 江奕憲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7 陳子帆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8 黃郁烜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09 蔡雅萱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0 林怡蓁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1 陳祖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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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2 黃柄錫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3 劉宴榕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4 陳妤璇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5 郭彥甫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6 張鳳娟 

視訊傳播設計系(商設) 85-035-017 蘇姵華 

資訊傳播系(商設) 85-036-001 鄧湘琳 

資訊傳播系(電子) 25-049-001 黃翊恩 

資訊傳播系(資管) 65-029-001 蘇柏文 

資訊傳播系(資管) 65-029-002 黃翊恩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1 林秀芳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2 梁筑鈞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3 王婉綺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4 胡盈甄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5 蔡宗哲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6 鄭鼎鑫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7 陳奕盛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8 張禕辰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09 謝宜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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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0 李禹璇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1 吳玉婷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2 施惠馨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3 郭千慈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4 吳安淇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5 葉孟翰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6 郭家妡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7 陳威佐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8 張景昇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19 胡豪誠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20 謝雨津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21 何家榮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22 鄒安俐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23 吳振瑋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24 何佳蓉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25 李宜庭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餐旅) 79-019-026 廖珮蓉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美容) 78-003-001 彭辰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