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一年級分班名單 

姓名 學號 就讀系所 報名類科 班級 

曾偉承 S0531137 休運系 應外科 甲班 

楊程隆 40334240 餐飲系 餐飲科 甲班 

矯隆田 40334254 餐飲系 餐飲科 甲班 

宋子煒 S0434119 餐飲系 餐飲科 甲班 

陳勇逸 40205207 電機系 電機科 甲班 

陳育聰 S0505145 電機系 電機科 甲班 

李佩諭 M0505102 電機所 電機科 甲班 

孫祥恩 40403220 電子系 電子科 甲班 

盧國峯 D0411102 資管所 資處科 甲班 

林宸禾 S0511104 資管系 資處科 甲班 

蔡尹晨 40231146 休運系 國中體育 甲班 

李佳晏 40231254 休運系 國中體育 甲班 

李姿誼 S0331237 休運系 國中體育 甲班 

蔡宛蓉 D0431101 休運所 國中體育 甲班 

莊舒翰 D0531104 休運所 國中體育 甲班 

翁勝華 D0531109 休運所 國中體育 甲班 

洪秀雅 M0411103 資管所 商經科 甲班 

鄭雯馨 M0530115 幼保所 美容科 甲班 

謝佳真 40126330 妝彩系 美容科 甲班 

廖予婷 40330312 妝彩系 美容科 甲班 

黃姿媚 40330334 妝彩系 美容科 甲班 

柯俊榮 40430142 妝彩系 美容科 甲班 

郭晏伶 S0430109 妝彩系 美容科 甲班 

龐又寧 M0430113 妝彩所 美容科 甲班 

洪君君 M0510111 幼保所 多媒體設計科 甲班 

徐韶妤 40227228 時尚系 多媒體設計科 甲班 

蔡依庭 40427125 時尚系 多媒體設計科 甲班 

陳冠儀 40210235 幼保系 幼保科 甲班 

郭美慧 40409208 幼保系 幼保科 甲班 

莊椿微 S0509343 企管系 土木科 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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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麗櫻 S0510119 幼保系 幼保科 乙班 

曾舜馨 S0510207 幼保系 幼保科 乙班 

續珈麒 S0510217 幼保系 幼保科 乙班 

林冠良 40322127 建築系 建築科 乙班 

李宜庭 40430304 妝彩系 美容科 乙班 

楊淑英 S0530126 妝彩系 美容科 乙班 

陳韋如 S0530135 妝彩系 美容科 乙班 

孫茹蕙 80409118 企管系 商經科 乙班 

廖至中 S0409104 企管系 商經科 乙班 

馮燕華 S0409226 企管系 商經科 乙班 

謝欣亞 S0531123 休運系 商經科 乙班 

黃郁婷 M0416107 經管所 商經科 乙班 

林科見 D0331113 休運所 國中體育 乙班 

葉典彰 D0431119 休運所 國中體育 乙班 

陳家薰 M0431102 休運所 國中體育 乙班 

鄭瑞竹 M0431106 休運所 國中體育 乙班 

謝佑誠 M0431109 休運所 國中體育 乙班 

劉興楷 M0431111 休運所 國中體育 乙班 

邱茂華 M0531101 休運所 國中體育 乙班 

劉員宏 S0511111 資管系 資處科 乙班 

鄭功信 M0515108 機電所 電子科 乙班 

王敦立 S0404105 機械系 機械科 乙班 

蘇振瑜 S0404108 機械系 機械科 乙班 

宋俊賢 S0404115 機械系 機械科 乙班 

張常胤 S0504103 機械系 機械科 乙班 

林訓丞 S0504104 機械系 機械科 乙班 

張惠一 S0534218 餐飲系 餐飲科 乙班 

朱韻婷 S0509144 企管系 應外科 乙班 

謝昀達 D0431106 休運所 觀光科 乙班 

姜智中 M0431105 休運所 觀光科 乙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