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下學期優良學生書卷獎得獎名單

筆數 學院 學系 年級 班組別 姓名

1 跨院之學位學程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一  陳亭妤

2 跨院之學位學程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二  井上貞逸

3 跨院之學位學程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三  鐘民鈞

4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一  劉秉叡

5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一  陳姿蓉

6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一  林京柏

7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二  林凡恩

8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二  陳羿臻

9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三  李學昕

10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三  郭  欣

11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三  張容欣

12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一  蘇祐儀

13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一  劉莘惟

14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一  郭文娟

15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二  莫絜文

16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二  陳庭瑤

17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二  蔡鳴結

18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二  廖翊涵

19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三  陳寬諺

20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三  侯鈞捷

21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三  田雅甄

22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一  鄭翔鴻

23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一  張喻茜

24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一  徐日熙

25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二  謝宜樺

26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二  吳芮甄

27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三  陳之凡

28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三  林泳綺

29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一  趙婉茜

30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一  梁鈜智

31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一  曾欣萍

32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二  鄭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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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二  許哲寧

34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三  留子萱

35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三  林紀甄

36 文學院 台灣文學系 三  林佳瑩

37 理學院 數學系 一  林星佑

38 理學院 數學系 一  蘇天威

39 理學院 數學系 一  蔡綺函

40 理學院 數學系 二  陳皇霖

41 理學院 數學系 二  李耘人

42 理學院 數學系 二  張宜嘉

43 理學院 數學系 三  鄭君淑

44 理學院 數學系 三  郭鎧任

45 理學院 數學系 三  蘇栢毅

46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一  黃霈紳

47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一  邱頌傑

48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二  温賜安

49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二  陳賀宇

50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三  鄭養立

51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三  林政維

52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三  陳韋安

53 理學院 化學系 一  王紹恒

54 理學院 化學系 一  蔡昀軒

55 理學院 化學系 一  曹銓芳

56 理學院 化學系 二  毛胤禎

57 理學院 化學系 二  林鈺純

58 理學院 化學系 二  許慈芸

59 理學院 化學系 三  施梓揚

60 理學院 化學系 三  詹子賢

61 理學院 化學系 三  朱哲均

62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 一  林儀萱

63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 一  王郁涵

64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 一  高伯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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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 二  葉湘琪

66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 二  詹承翰

67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 三  李杰霖

68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  李彥齊

69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  許宗凱

70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一  黃雋凱

71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  蘇修平

72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二  林禹圻

73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三  林瑋晟

74 理學院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三  李淑汶

75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甲班 林欣穎

76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甲班 李彥勳

77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乙班 鄭喆嚴

78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乙班 陳威廷

79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乙班 陳祈恩

80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丙班 謝凱倫

81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丙班 操之晴

82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一 丙班 林清弘

83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二 甲班 賴立瑜

84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二 甲班 李允評

85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二 乙班 羅晟豪

86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二 乙班 江長翰

87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二 丙班 李冠霖

88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二 丙班 錢思達

89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二 丙班 鄭智襄

90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游昇翰

91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李照棋

92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三 乙班 林旨祈

93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三 乙班 江佳鴻

94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三 丙班 王培宇

95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三 丙班 許家豪

96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一 甲班 謝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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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一 甲班 陳明漢

98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一 乙班 張睿哲

99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一 乙班 蘇琳琳

100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一 丙班 劉淞涵

10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一 丙班 陳界瑀

102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甲班 莊顗平

103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甲班 林泓翰

104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乙班 徐晙維

105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黃鈺閔

106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丙班 黃于修

107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丙班 簡辰翰

108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丙班 劉建邦

109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三 甲班 蕭傳勳

110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三 甲班 謝昊霖

11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三 乙班 林郁婕

112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三 乙班 石　磊

113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三 丙班 彭子芸

114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三 丙班 王昱凱

115 工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一  黃翔群

116 工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一  陳稷謙

117 工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一  吳寶佑

118 工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二  洪以佳

119 工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二  張馥薇

120 工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三  簡霆宇

121 工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三  顏振宇

122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一 甲班 張耀鴻

123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一 甲班 楊翔棋

124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一 乙班 許奕韜

125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一 乙班 謝明晉

126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二 甲班 周姵岑

127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二 甲班 蔡雨璇

128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陳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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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黃聖霖

130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陳聖惟

131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三 甲班 黃彥誠

132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林沛霖

133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三 乙班 羅孟承

134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三 乙班 吳奕諴

135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一 甲班 賴佑寧

136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一 甲班 李奕萱

137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一 甲班 吳采瑜

138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一 乙班 王柏欣

139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一 乙班 施尚甫

140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一 乙班 黃佳倫

141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二 甲班 鄭楷衡

142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二 甲班 張寶予

143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二 甲班 魏國紘

144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二 乙班 吳博騰

145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陳　旭

146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二 乙班 洪榆茜

147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朱乙文

148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楊世凡

149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三 乙班 廖啟揚

150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三 乙班 黃奕宸

151 工學院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一  張元鴻

152 工學院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一  郭權緯

153 工學院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二  林昱蓁

154 工學院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二  宋柏言

155 工學院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三  陳絹宜

156 工學院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三  郭柏璿

157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一  鄭鈞智

158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一  郭晏竹

159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一  賴姿伶

160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二  陳沛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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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二  曹豈銘

162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二  許博智

163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三  王可萱

164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三  許子亮

165 工學院 工程科學系 三  王偉丞

166 工學院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一  黃慧儀

167 工學院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二  鄧福孟達

168 工學院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二  黃亮瑜

169 工學院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三  蘇聖文

170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一  吳柏嘉

171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一  賴少雲

172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一  陳泓鈞

173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二  高振晏

174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二  蘇泳璉

175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三  陳詠絮

176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三  張聿維

177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一  楊孟訓

178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一  林呂豐

179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二  張   正

180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二  林宏昌

181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二  許善旻

182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三  陳子彤

183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三  陳永潤

184 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三  柳沐安

185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一  李佩紋

186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一  曾慈萱

187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一  江芊葳

188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二  陳映汝

189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二  洪鈺珊

190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二  莊函音

191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三  鄭百筌

192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三  張育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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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一  郭家佑

194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一  李展瑋

195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一  張書愷

196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二  李斯偉

197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二  任依涵

198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三  陳冠錞

199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三  李怡中

200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一  林韋翔

201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一  侯孟德

202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二  梁斯睿

203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二  章維軒

204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三  顏芩恩

205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三  施昱丞

206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一  林欣怡

207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一  吳慧真

208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一  王秋荷

209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二  游靜娟

210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二  賀郁翔

211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二  張家嘉

212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三  李知鄅

213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三  翁鈺雅

214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三  陳佩妤

215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三  何欣祐

216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一  潘翠婷

217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一  程采婕

218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一  陳亭瑄

219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二  周郁倫

220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二  王媛鈺

221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二  王睿誼

222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二  施文千

223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三  陳泯宏

224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三  鄭佳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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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管理學院 統計學系 三  李泓哲

226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一  蔡佩穎

227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一  柯怡成

228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一  祝郁棋

229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二  陳青妤

230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二  郭怡辰

231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二  陳巧怡

232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三  邢恒馨

233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三  李展良

234 管理學院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三  陳光柔

235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一  范哲維

236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一  黃羽繪

237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一  莊孟軒

238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二  莊茜宇

239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二  范尉哲

240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二  王品淇

24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三  洪寬寬

24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三  楊允禎

243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三  謝嘉柔

244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一  饒珂亘

245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一  劉承亞

246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一  林子瑜

247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二  吳　悠

248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二  葉人溥

249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三  楊晏甯

250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三  翁佳怡

251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三  邱琬媛

252 醫學院 護理學系 一  陳伊軒

253 醫學院 護理學系 二  林玉苑

254 醫學院 護理學系 二  林昱伶

255 醫學院 護理學系 三  王意甯

256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一  黃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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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下學期優良學生書卷獎得獎名單

筆數 學院 學系 年級 班組別 姓名

257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二  孔奕璽

258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二  高子培

259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二  王定澤

260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三  謝坤翰

261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三  余冠頡

262 醫學院 醫學系 一  郭宇芸

263 醫學院 醫學系 一  陳沛享

264 醫學院 醫學系 一  簡彤育

265 醫學院 醫學系 一  陳俐妤

266 醫學院 醫學系 二  李昱融

267 醫學院 醫學系 二  張　凱

268 醫學院 醫學系 二  楊日景

269 醫學院 醫學系 二  林培琪

270 醫學院 醫學系 三  侯沛妤

271 醫學院 醫學系 三  陳怡文

272 醫學院 醫學系 三  王景玉

273 醫學院 醫學系 三  陳威廷

274 醫學院 醫學系 四  陳勇豪

275 醫學院 醫學系 四  柯友柏

276 醫學院 醫學系 四  羅紹瑋

277 醫學院 醫學系 四  王立安

278 醫學院 醫學系 四  施玟均

279 醫學院 醫學系 五  蘇昱誠

280 醫學院 醫學系 五  李孟羚

281 醫學院 醫學系 五  黃威致

282 醫學院 醫學系 五  江　文

283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一  蔡秀宜

284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一  黃曼茹

285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二  鄭任翔

286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二  劉鎮毅

287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三  翁家偉

288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三  謝珮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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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一  林昱文

290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二  張貽晴

291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三  朱英綺

292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三  陳宥儒

293 醫學院 藥學系 一  馬晨瑄

294 醫學院 藥學系 二  陳宗威

295 醫學院 藥學系 二  黃郁宸

296 醫學院 藥學系 三  王瑋伶

297 醫學院 藥學系 四  胡嘉倩

298 醫學院 藥學系 四  蘇子廷

299 醫學院 藥學系 五  蘇奕誌

300 醫學院 牙醫學系學士班 一  林威辰

301 醫學院 牙醫學系學士班 二  陳柏驊

302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一  吳哲葦

303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一  楊薇蓁

304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一  王宛榆

305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二  黃亦維

306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二  趙翊雯

307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二  余紫綺

308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三  陳映彤

309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三  張慕伊

310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 三  陳奕維

311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一  周佳靜

312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一  林品伶

313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一  方主文

314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二  陳冠伶

315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二  詹傑宇

316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二  陳怡妙

317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三  賴俊凱

318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三  劉于萱

319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三  江儀婷

320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一  邱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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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一  林靖堯

322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二  王芊懿

323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二  馬培甄

324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二  黃士豪

325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三  趙聿淇

326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三  黃芝儀

327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三  陳巧耘

328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一  王瑜翎

329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一  蔡祐林

330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一  胡巧宜

331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二  王　淇

332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二  洪麒翔

333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二  郭頤均

334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二  宋羽軒

335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三  金毓然

336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三  王育恆

337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三  柯灃隆

33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甲班 謝秉宏

339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甲班 簡郁恩

340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甲班 柯駿宇

34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乙班 石繕綺

342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乙班 林軒宇

343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乙班 李姿樺

344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丙班 張治民

345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丙班 林琮偉

346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一 丙班 施尚均

347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甲班 陳易欣

34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甲班 李俊毅

349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甲班 馬世常

350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連純翎

35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乙班 蔡宗霖

352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乙班 沈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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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丙班 江宇倫

354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丙班 王仁杰

355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丙班 楊翔誠

356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杜    謙

357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甲班 劉子溦

35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楊昀澔

359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乙班 黃子青

360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乙班 張怡君

36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乙班 簡倚辰

362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丙班 王佑偉

363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丙班 張百顓

364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三 丙班 許育騰

365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一 甲班 葉權葦

366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一 甲班 雷美心

367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一 乙班 黃柏仁

368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一 乙班 趙昌昱

369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一 乙班 楊育勝

370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二 甲班 謝承恩

37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二 甲班 羅邦倚

372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二 甲班 張娟鳴

373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黃盈盛

374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二 乙班 廖國佑

375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二 乙班 陳詠君

376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三 甲班 曾奕崴

377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三 甲班 呂兆凱

378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三 甲班 羅靖皓

379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三 乙班 楊芸甄

380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三 乙班 翁敬堯

38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三 乙班 吳泓毅

382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一 甲班 徐畹寍

383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一 乙班 吳庭榛

384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二 甲班 方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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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二 甲班 莊昱潔

386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二 乙班 陳曉柔

387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二 乙班 廖子瑄

388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三 工程組 董易蓉

389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三 設計組 何沛恩

390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三 設計組 林勇邑

391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四 設計組 謝欣妤

392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四 設計組 林彥甫

393 規劃與設計學院 都巿計劃學系 一  鄭茜文

394 規劃與設計學院 都巿計劃學系 一  申翊萱

395 規劃與設計學院 都巿計劃學系 一  楊士弘

396 規劃與設計學院 都巿計劃學系 二  張翼纖

397 規劃與設計學院 都巿計劃學系 二  鄭　頤

398 規劃與設計學院 都巿計劃學系 三  黃軒柏

399 規劃與設計學院 都巿計劃學系 三  李浩廷

400 規劃與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一  黃筠庭

401 規劃與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一  饒允淇

402 規劃與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一  林文杰

403 規劃與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二  黃姿妤

404 規劃與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二  江其俊

405 規劃與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三  林楷昕

406 規劃與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三  陳愷言

407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一  王珈瑜

408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一  蔡莘亞

409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一  陳品吾

410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二  游雅晴

411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二  林冠汝

412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三  廖沛淇

413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三  張霈汝

414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一  蔣謹卉

415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一  洪顥瑜

416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二  徐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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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二  鄭淑文

418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三  陳湖庭

419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三  周宗緯

420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三  馬寧佑

備註: １．109學年度下學期共420人得獎。

２．得獎標準: 學期各科成績均要及格,學期平均成績在班級中名列前 5 % (四捨五入)。

３．應屆下學期畢業生、退學生、停招後學系的學生均不列入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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