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學期 加選課程申請通過名單，若有衝堂者，請於9/16(一)下午兩點前自行完成退選作業

學生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加選-開課班級 加選-課程名稱 備註
自控四乙 9a512040 李韋勳 自控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87 周鈺軒 自控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奈米四乙 9A512120 蔡承德 自控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自控四乙 9a512040 李韋勳 自控一乙 氣壓控制實務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905 李耘齊 自控一乙 氣壓控制實務 通過

自控四乙 4A555016 唐俊凱 自控一乙 氣壓控制實務 通過

自控四甲 4A52C091 詹佳晉 自控一乙 氣壓控制實務 通過

自控四甲 9a512009 蘇琮然 自控一乙 氣壓控制實務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09 李鴻昇 自控一乙 環安衛概論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09 李鴻昇 自控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12 段景仁 自控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57 徐楷軒 自控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2 蔡承宏 自控一甲 物理(一)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904 王啟泓 自控一甲 氣壓控制實務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96 侯宗佑 自控一甲 微積分(一)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906 張宏齊 自控一甲 微積分(一)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5031 楊思倫 自控一甲 微積分(一) 通過

自控一乙 4A812021 張耀霖 自控一甲等合開 自動化概論 通過

自控一乙 4A812011 許秉翰 自控一甲等合開 自動化概論 通過

自控一乙 4A812022 陳狩德 自控一甲等合開 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甲 4A815095 王正達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乙 4A815066 王昱仁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甲 4A815102 何秉謙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甲 4A815022 吳光偉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乙 4A815083 周啓新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乙 4A815100 林宣妤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甲 4A815026 陳宗佑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乙 4A815106 陳昱全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自控一乙 4A812022 陳狩德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乙 4A815038 陳禹掄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36 廖翊軒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甲 4A815096 熊茂鈞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c083 蔡宗祐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乙 4A815006 鄭宸岳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30 鐘振廷 自控一甲等合開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一甲 4A815095 王正達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18 王信鈜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一乙 4A814074 李佑恩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車輛一乙 4A815083 周啓新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12 段景仁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自控一乙 4A812021 張耀霖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一乙 4A814033 郭明儒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5 陳又維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機械雙軌延修 4A317022 陳岡群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自控一乙 4A812022 陳狩德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7 陳稚孟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一乙 4a814028 黃文鈴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一甲 4A814060 蔡易軒 自控一甲等合開 微奈米工程概論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58 王澤瑋 自控二乙 工程材料 通過

車輛三甲 4a615029 薛文傑 自控二甲 機械設計 通過

自控三甲 4a612095 張家緯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自控二乙 4A712025 郭聖民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078 陳忠恒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自控二乙 4A712054 黃永鑫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自控二甲 4a712027 楊曜銓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36 廖翊軒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65 蔡書維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自控二乙 4a712069 蕭力文 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4.0導論 通過

車輛二乙 4a715114 王瀚翔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029 吳俊毅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043 吳冠廷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乙 4A715908 周伯翰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乙 4A715113 林佳緯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乙 4A715059 施韋誠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乙 4A715037 許家誌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40 陳柏偉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022 陳洛晟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092 陳家澤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乙 4A715095 陳義登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一乙 4A715109 游弘鈺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028 黃仁宏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乙 4A715904 葉羽宸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016 劉峻傑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74 蔡秉言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018 賴宏程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98 謝博皓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45 鍾季員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二甲 4A715107 龔楷勛 自控二甲等合開 底盤工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108 柏慧林 自控三乙 工程‧倫理與社會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11 吳杰穎 自控三甲 工程‧倫理與社會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105 李一慶 自控三甲 工程‧倫理與社會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75 陳建宇 自控三甲 工程‧倫理與社會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915 曾是就 自控三甲 工程‧倫理與社會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11 侯凱翔 自控三甲 工程‧倫理與社會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98 謝博皓 自控三甲 動力學 通過



 108-1學期 加選課程申請通過名單，若有衝堂者，請於9/16(一)下午兩點前自行完成退選作業

學生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加選-開課班級 加選-課程名稱 備註
自控四乙 4A512903 洪聖昌 自控三甲等合開 工業日文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01 廖冠易 自控三甲等合開 工業日文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061 鄭宏哲 自控三甲等合開 工業日文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15 盧宥希 自控三甲等合開 工業日文 通過
車輛三乙 4a614105 鍾誌鴻 自控三甲等合開 工業日文 通過
自控四甲 4A52C091 詹佳晉 自控三甲等合開 汽車展示與行銷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07 吳易勳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23 李雅涵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26 沈傑夫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03 林文瀚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日奈米延修 4a414031 林柏堯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11 侯凱翔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09 侯景振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19 胡軒閩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51 徐志芳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甲 4a612095 張家緯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100 郭泓昇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29 郭秉勳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三甲 4a614051 陳宥丞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04 温秉羱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10 黃智偉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三甲 4A614011 黃楷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5031 楊思倫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13 劉育勛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2 蔡承宏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47 鄭立揚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40 鄭亦軒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82 鄭富謙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51 蘇婉萱 自控三甲等合開 專利檢索與創作 通過
自控三甲 4A612902 何昕恩 自控三甲等合開 智慧製造技術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22 吳健華 自控三甲等合開 智慧製造技術 通過
自控三甲 4a612095 張家緯 自控三甲等合開 智慧製造技術 通過
奈米三甲 4a614101 陳柏明 自控三甲等合開 智慧製造技術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14 方騰震 自控三甲等合開 機器人應用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12 王偉丞 自控三甲等合開 機器人應用 通過
自控三甲 4A612902 何昕恩 自控三甲等合開 機器人應用 通過
奈米三甲 4a614059 曾睿紘 自控三甲等合開 機器人應用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04 温秉羱 自控三甲等合開 機器人應用 通過
奈米三甲 4A614014 鄭勝彬 自控三甲等合開 機器人應用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902 王冠霖 自控四甲等合開 工廠管理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97 洪崇瀚 自控四甲等合開 工廠管理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70 詹凱勛 自控四甲等合開 工廠管理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36 廖翊軒 自控四甲等合開 工廠管理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88 江昊宸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42 周正杰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77 周奕箴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077 邱接宏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81 施博瀚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12 高浩桓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76 莊昱侃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50 陳洋翼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10 黃智偉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自控四甲 4A52C091 詹佳晉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89 劉仁翔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c083 蔡宗祐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90 蔡政翰 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動力學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805 林柏旭 自控四甲等合開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071 林敬凱 自控四甲等合開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1 林暐傑 自控四甲等合開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23 洪博修 自控四甲等合開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79 張志瑜 自控四甲等合開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50 陳洋翼 自控四甲等合開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21 王翰翔 自控四甲等合開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077 邱接宏 自控四甲等合開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通過
自控四甲 9a512009 蘇琮然 自控四甲等合開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5 陳又維 自控四甲等合開 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通過
奈米四乙 9A512120 蔡承德 自控四甲等合開 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76 莊昱侃 自控四甲等合開 機械專業英文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18 王彥捷 車輛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4907 詹祐嘉 車輛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2 蔡承宏 車輛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70005 李翔 車輛一甲 物理(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4 朱崇瑋 車輛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70005 李翔 車輛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日奈米延修 4A315903 邱子恩 車輛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57 徐楷軒 車輛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8 王鴻儒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69 刘镇语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4 朱崇瑋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3 朱祺叡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105 李一慶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08 李泰曄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07 李聖恩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77 周奕箴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103 張智賓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906 張騰允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108-1學期 加選課程申請通過名單，若有衝堂者，請於9/16(一)下午兩點前自行完成退選作業

學生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加選-開課班級 加選-課程名稱 備註
車輛四乙 4A515039 陳建丞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63 陳駿赫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106 陳鴻儒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915 曾是就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110 黃郁雯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41 楊子毅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4907 詹祐嘉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83 蔡育政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28 蔡秉勳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45 鍾季員 車輛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110 黃郁雯 車輛二甲 靜力學 通過
自控三甲 4a514001 衡元昊 車輛二甲 靜力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108 柏慧林 車輛三乙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23 洪博修 車輛三乙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2 吳俊宇 車輛三乙 動力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08 李泰曄 車輛三乙 機械製造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24 吳啓楨 車輛三甲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76 康哲瑋 車輛三甲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75 陳建宇 車輛三甲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3 江承霖 車輛三甲 動力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40 陳柏偉 車輛三甲 動力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23 洪博修 車輛四甲等合開 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18 王彥捷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11 吳杰穎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日奈米延修 4A414080 吳秉儒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09 李鴻昇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日自控延修 4a412099 姚尚佑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自控四乙 4A555016 唐俊凱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57 徐楷軒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5 陳又維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奈米四乙 9A512120 蔡承德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112 謝淵友 夜自控一甲等合開 電工學 通過
車輛三乙 4A615035 陳建宇 夜自控二乙 工程材料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100 賴端佑 夜自控二乙 工程材料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4 朱崇瑋 夜自控二乙 工程數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5 陳又維 夜自控二甲 工程材料 通過
奈米四乙 9A512120 蔡承德 夜自控二甲 工程材料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02 黃建鵬 夜自控二甲 工程數學 通過

夜自控延修 9A412047 陳慶瑞 夜自控二甲等合開 工業安全與衛生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54 申宗硯 夜自控三乙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2 吳俊宇 夜自控三乙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28 蔡秉勳 夜自控三乙 自動控制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22 吳健華 夜自控三乙 材料力學 通過
自控三甲 4a514001 衡元昊 夜自控三乙 材料力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2 吳俊宇 夜自控三甲 自動控制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24 吳啓楨 夜自控三甲 自動控制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07 吳易勳 夜自控三甲 材料力學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70 詹凱勛 夜自控三甲 材料力學 通過
自控四乙 4A512061 鄭宏哲 夜自控三甲 材料力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904 王聖凱 夜自控三甲等合開 可程式控制技術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11 侯凱翔 夜自控三甲等合開 精密量測技術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98 謝博皓 夜自控三甲等合開 精密量測技術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8 王鴻儒 夜自控三甲等合開 模具加工技術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81 施博瀚 夜自控四乙 行銷管理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76 莊昱侃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生醫材料 通過

夜自控延修 9A412047 陳慶瑞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A)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74 蔡秉言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A)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88 江昊宸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元件設計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31 林琨弼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元件設計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1 林暐傑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元件設計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12 高浩桓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車輛元件設計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12 段景仁 夜自控四甲等合開 機電整合學概論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3 朱祺叡 夜車輛一丙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03 林文瀚 夜車輛一丙 微積分 通過
車輛三乙 4a615105 蔡本謙 夜車輛一甲 汽車自動化概論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33 朱祺叡 夜車輛一甲等合開 汽車新式裝備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108 柏慧林 夜車輛二丙 工程數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003 鍾孝君 夜車輛二丙 工程數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30 邵承燁 夜車輛二丙 靜力學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59 蕭人瑋 夜車輛二丙 靜力學 通過
車輛四乙 4A515106 陳鴻儒 夜車輛三乙 靜力學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3 江承霖 夜車輛三甲 靜力學 通過

機械雙軌延修 4A317022 陳岡群 夜機械雙軌二甲 電機學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908 李泰曄 奈米一乙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自控四甲 4A512040 吳啟明 奈米一乙 物理(一)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903 江承霖 奈米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一) 通過
自控三甲 4A612905 林致維 奈米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自控三乙 4A612096 侯宗佑 奈米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自控三甲 4A612076 紀宗佑 奈米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C087 陳信宏 奈米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奈米三甲 9a612031 趙家淇 奈米一甲 工程圖學及實習 通過
奈米三乙 4A614070 黃維君 奈米二乙 工程數學(一) 通過
自控四乙 4A555016 唐俊凱 奈米二乙 靜力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60 張鈞寓 奈米三乙 機械設計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09 黃發弘 奈米三乙 機械設計 通過
奈米四乙 4A514047 鄭立揚 奈米三乙 機械設計 通過



 108-1學期 加選課程申請通過名單，若有衝堂者，請於9/16(一)下午兩點前自行完成退選作業

學生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加選-開課班級 加選-課程名稱 備註
博研機電二甲 DA71Y202 周承學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奈米定位與量測技術 通過
碩研機械二甲 MA710110 蔡承哲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奈米定位與量測技術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84 鄭星語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奈米定位與量測技術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15 盧宥希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奈米定位與量測技術 通過

博研機電二甲 da71y201 賴玲鳳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奈米定位與量測技術 通過
自控四乙 4A552062 陳炯翔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高等物理冶金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ma710102 蕭伯御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高等物理冶金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03 薛丞恩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高等物理冶金 通過
碩研機械二甲 MA710113 吳志鎧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現代控制理論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MA710125 林久帆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現代控制理論 通過
碩研機械二甲 MA710110 蔡承哲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現代控制理論 通過

車輛四甲 4A515084 鄭星語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現代控制理論 通過
博研機電二甲 da71y201 賴玲鳳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現代控制理論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902 王冠霖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碩研機械二甲 MA710113 吳志鎧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95 吳宗杰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MA710125 林久帆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自控四乙 4A552062 陳炯翔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碩研機械二甲 MA710110 蔡承哲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4A514082 盧昱銓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53 楊宗翰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電子顯微鏡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902 王冠霖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碩研機械二甲 MA710113 吳志鎧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95 吳宗杰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401 林瀟俊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126 黃中彥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05 黃琦恩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奈米四甲 4A514053 楊宗翰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4A514082 盧昱銓 博研機電一甲等合開 彈性力學 通過
碩研機械一甲 MA810210 張哲豪 碩研機械二甲 書報討論(三) 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