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四化材一甲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52 黃柏源 第一名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51 吳世豐 第二名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05 洪崢育 第三名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06 李念澐 第四名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41 蔣明宏 第五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01 王志盟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18 周郁堯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33 林映廷

四化材一甲 1101101153 莊仁智

四電延修 1097104249 葉俞廷

班級：四化材一乙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01 王耀頡 第一名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56 楊力儼 第二名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34 范振浩 第三名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50 王柔尹 第三名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41 王耀賢 第五名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49 張宏熙 第五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17 許智皓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25 李致賢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26 蔡喬安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30 周展德

四化材一乙 1101101251 黃信嘉

班級：四土一甲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土一甲 1101102159 蘇麒元 第一名

四土一甲 1101102110 黃暐治 第二名

四土一甲 1101102162 陳振仁 第三名

四土一甲 1101102107 沈建村 第三名

四土一甲 1101102157 徐翊修 第三名

四土一甲 1101102120 徐為杰 第三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土一甲 1101102123 陳重志

四土一甲 1101102125 莊宗祐

四土一甲 1101102154 方　瑀

四土一甲 1101102163 李昀容

四土四乙 1098102220 邱郁家

101(一)微積分會考成績優異名單



班級：四土一乙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土一乙 1101102203 李傳幃 第一名

四土一乙 1101102237 簡健峻 第一名

四土一乙 1101102251 賴鈺晴 第一名

四土一乙 1101102257 鍾坤賢 第一名

四土一乙 1101102204 馮政肇 第五名

四土一乙 1101102210 陳維良 第五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土一乙 1101102226 吳承鮪

四土一乙 1101102228 魏郁璇

四土一乙 1101102255 林　彤

四土一乙 1101102256 梁瑋鑫

四土一乙 1101102265 張雅品

班級：四模一甲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模一甲 1101106156 吳正傑 第一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47 黃志宇 第二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38 王家偉 第三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55 孫銘辰 第三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04 包國成 第五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10 蕭泓閔 第五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24 陳嘉軒 第五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59 林鉦諺 第五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模一甲 1101106103 張　富

四模一甲 1101106112 黃名碩

四模一甲 1101106139 鄭名栩

四模一甲 1101106148 蔡雨良

四模一甲 1101106157 何翊銘

四機三丙 1099103324 黃信翰

班級：四模一乙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模一乙 1101106233 黃彥輔 第一名

四模一乙 1101106205 馬惠文 第二名

四模一乙 1101106237 黃彥彰 第三名

四模一乙 1101106239 鄭仕杰 第四名

四模一乙 1101106208 陳冠儒 第五名

四機四丙 1098103317 謝懷緯 第五名

101(一)微積分會考成績優異名單(續一)



班級：四模一乙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模一乙 1101106206 涂議方

四模一乙 1101106216 戴梨容

四模一乙 1101106217 陳柏雄

四模一乙 1101106230 劉柏毅

四模一乙 1101106265 邱昱馨

班級：四模一丙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模一丙 1101106304 吳毓寧 第一名

四模一丙 1101106309 謝忠霖 第一名

四模一丙 1101106305 黃昱翔 第三名

四模一丙 1101106310 陳泰元 第三名

四模一丙 1101106337 田科宇 第三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模一丙 1101106303 趙婉伶

四模一丙 1101106315 潘俊皓

四模一丙 1101106326 洪延彰

四模一丙 1101106333 陳　筠

四模四丙 1098192117 林家彬

班級：四機一甲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機一甲 1101103108 葉泰邑 第一名

四機一甲 1101103148 林宇宣 第一名

四機一甲 1101103103 陳韋伶 第三名

四機一甲 1101103119 王冠雄 第三名

四機一甲 1101103151 李梓豪 第三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機一甲 1101103114 楊宗憲

四機一甲 1101103115 蘇建凱

四機一甲 1101103139 丁沛凡

四機一甲 1101103146 吳育豪

四機一甲 1101103156 羅紳華

班級：四機一乙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機一乙 1101103211 黃榆達 第一名

四機一乙 1101103251 張維庭 第二名

四機一乙 1101103201 廖皓廷 第三名

四機一乙 1101103221 王培安 第四名

四機一乙 1101103229 葉永彬 第五名

101(一)微積分會考成績優異名單(續二)



班級：四機一乙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機一乙 1101103212 劉家佑

四機一乙 1101103217 張振浩

四機一乙 1101103239 趙宇晟

四機一乙 1101103241 陳虹岐

四機一乙 1101103250 黃冠瑋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機一丙 1101103304 陳柏丞 第一名

四機一丙 1101103321 陳威任 第一名

四機一丙 1101103325 劉哲瑋 第一名

四機一丙 1101103333 蔡有瑋 第一名

四機一丙 1101103352 鄭忠耀 第一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機一丙 1101103305 詹慶安

四機一丙 1101103316 吳弘信

四機一丙 1101103344 吳家濬

四機一丙 1101103346 郭連峻

四機一丙 1101103355 張中威

前五名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名次

四工一甲 1101107164 王律為 第一名

四工一甲 1101107108 戴宇政 第二名

四工一甲 1101107137 林振弘 第三名

四工一甲 1101107134 蔡珮姿 第四名

四工一甲 1101107157 林信鵬 第五名

進步獎

班級 學號 姓名

四工一甲 1101107115 曾恬倚

四工一甲 1101107129 周沿廷

四工一甲 1101107133 張書耀

四工一甲 1101107136 陳羽薇

四工一甲 1101107148 林承威

班級：四機一丙

班級：四工一甲

101(一)微積分會考成績優異名單(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