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2.3月 111年4月

籃 排 桌 羽 壘 籃 排 桌 羽 壘

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 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電機工程系電機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電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機電輔系 材料科學系材料科學系

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材料科學系 自動化系 光電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自動化系

自動化系 自動化系 自動化系 自動化系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系材料科學系 自動化系 資訊管理系光電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機械設計系 機電輔系 電子工程系材料科學系光電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材料科學系材料科學系材料科學系光電工程系企業管理系 材料科學系 機電輔系 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機電輔系

光電工程系光電工程系光電工程系材料科學系光電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電機工程系光電工程系生物科技系電子工程系

機電輔系 機電輔系 機電輔系 機電輔系 機電輔系 工業管理系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 機電輔系 機械設計系

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車輛工程系企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應用外語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農業科技系工業管理系工業管理系機械設計系工業管理系

農業科技系農業科技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應用外語系 生物科技系農業科技系車輛工程系電子工程系資訊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資訊管理系農業科技系農業科技系農業科技系 動力機械系休息遊憩系農業科技系應用外語系生物科技系

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 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休息遊憩系企業管理系車輛工程系

車輛工程系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車輛工程系 車輛工程系車輛工程系資訊管理系工業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財務金融系車輛工程系車輛工程系車輛工程系財務金融系 休息遊憩系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

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財務金融系動力機械系動力機械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

動力機械系動力機械系動力機械系動力機械系動力機械系 多媒體系 應用外語系應用外語系 多媒體系 多媒體系

工業管理系工業管理系工業管理系工業管理系工業管理系 機械設計系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農業科技系農業科技系

休息遊憩系休息遊憩系休息遊憩系休息遊憩系休息遊憩系 應用外語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休息遊憩系休息遊憩系

多媒體系 多媒體系 多媒體系 多媒體系 多媒體系 資訊管理系 多媒體系 多媒體系 動力機械系動力機械系

111年5月 111年6月

籃 排 桌 羽 壘 籃 排 桌 羽 壘

飛機工程系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材料科學系 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飛機工程系 多媒體系 農業科技系飛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光電工程系電機工程系農業科技系 自動化系



機械設計系電機工程系企業管理系動力機械系 自動化系 光電工程系企業管理系光電工程系材料科學系材料科學系

電機工程系材料科學系飛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機械設計系 企業管理系 機電輔系 機械設計系企業管理系工業管理系

光電工程系財務金融系農業科技系材料科學系 多媒體系 農業科技系動力機械系農業科技系工業管理系電機工程系

農業科技系 多媒體系 自動化系 財務金融系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機械設計系資訊工程系休息遊憩系光電工程系

多媒體系 企業管理系材料科學系光電工程系財務金融系 生物科技系電機工程系企業管理系動力機械系電子工程系

休息遊憩系農業科技系財務金融系工業管理系休息遊憩系 自動化系 農業科技系工業管理系電機工程系農業科技系

材料科學系休息遊憩系休息遊憩系企業管理系農業科技系 機電輔系 工業管理系生物科技系光電工程系企業管理系

財務金融系資訊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多媒體系 光電工程系 動力機械系材料科學系 機電輔系 電子工程系生物科技系

工業管理系光電工程系光電工程系休息遊憩系電機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生物科技系動力機械系 多媒體系 動力機械系

自動化系 資訊管理系 機電輔系 資訊管理系 機電輔系 車輛工程系休息遊憩系 自動化系 機械設計系資訊工程系

機電輔系 動力機械系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動力機械系 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系 車輛工程系應用外語系 機電輔系

動力機械系 自動化系 動力機械系電機工程系工業管理系 休息遊憩系資訊工程系材料科學系生物科技系車輛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生物科技系工業管理系 自動化系 資訊工程系 材料科學系車輛工程系休息遊憩系資訊工程系休息遊憩系

電子工程系工業管理系應用外語系 機電輔系 應用外語系 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 機電輔系 多媒體系

應用外語系電子工程系資訊管理系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 多媒體系 應用外語系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系 財務金融系

生物科技系 機電輔系 電子工程系應用外語系電子工程系 機械設計系資訊管理系 多媒體系 車輛工程系機械設計系

車輛工程系應用外語系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 應用外語系電子工程系應用外語系財務金融系應用外語系

資訊管理系車輛工程系車輛工程系車輛工程系車輛工程系 資訊管理系 多媒體系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110年11月

籃 排 桌 羽 壘 籃 排 桌 羽 壘

光電工程系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機械設計系材料科學系 光電工程系光電工程系光電工程系光電工程系 自動化系

飛機工程系光電工程系光電工程系車輛工程系 自動化系 飛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飛機工程系 機電輔系 飛機工程系

機械設計系電機工程系資訊管理系 機電輔系 飛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工業管理系 自動化系 休息遊憩系材料科學系

電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資訊工程系休息遊憩系機械設計系 工業管理系財務金融系動力機械系工業管理系光電工程系

機電輔系 機電輔系 休息遊憩系應用外語系光電工程系 財務金融系車輛工程系 機電輔系 動力機械系財務金融系

農業科技系資訊管理系工業管理系農業科技系 機電輔系 動力機械系動力機械系財務金融系車輛工程系動力機械系

110年9月.10月



資訊工程系休息遊憩系 機電輔系 材料科學系應用外語系 農業科技系飛機工程系工業管理系 多媒體系 機電輔系

工業管理系資訊工程系材料科學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 機電輔系 機電輔系 車輛工程系 自動化系 工業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電機工程系光電工程系動力機械系 車輛工程系應用外語系應用外語系飛機工程系車輛工程系

自動化系 農業科技系 自動化系 動力機械系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休息遊憩系農業科技系財務金融系 多媒體系

材料科學系生物科技系農業科技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多媒體系 農業科技系 多媒體系 電機工程系應用外語系

車輛工程系材料科學系 多媒體系 財務金融系農業科技系 企業管理系電機工程系生物科技系企業管理系農業科技系

多媒體系 動力機械系飛機工程系生物科技系工業管理系 機械設計系 多媒體系 機械設計系應用外語系機械設計系

動力機械系工業管理系車輛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多媒體系 應用外語系生物科技系休息遊憩系農業科技系休息遊憩系

生物科技系車輛工程系應用外語系資訊管理系車輛工程系 生物科技系資訊管理系電機工程系機械設計系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系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材料科學系企業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電子工程系動力機械系工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 電子工程系材料科學系企業管理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

休息遊憩系財務金融系企業管理系 多媒體系 休息遊憩系 休息遊憩系機械設計系材料科學系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財務金融系 多媒體系 財務金融系飛機工程系財務金融系 材料科學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系

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生物科技系電子工程系生物科技系 資訊管理系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籃 排 桌 羽 壘

飛機工程系機械設計系飛機工程系光電工程系飛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飛機工程系電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自動化系

光電工程系企業管理系 機電輔系 飛機工程系材料科學系

企業管理系 多媒體系 電子工程系財務金融系電子工程系

農業科技系休息遊憩系工業管理系動力機械系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材料科學系光電工程系 機電輔系 機械設計系

生物科技系財務金融系企業管理系工業管理系電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農業科技系機械設計系車輛工程系 機電輔系

機電輔系 電機工程系 自動化系 機械設計系工業管理系

動力機械系光電工程系休息遊憩系 多媒體系 休息遊憩系

110年12月.111年1月



資訊工程系 自動化系 材料科學系應用外語系動力機械系

車輛工程系 機電輔系 動力機械系農業科技系資訊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工業管理系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生物科技系

休息遊憩系動力機械系生物科技系企業管理系光電工程系

材料科學系資訊工程系財務金融系電機工程系財務金融系

財務金融系應用外語系資訊管理系休息遊憩系資訊管理系

多媒體系 電子工程系車輛工程系材料科學系車輛工程系

機械設計系資訊管理系 多媒體系 資訊工程系 多媒體系

應用外語系生物科技系應用外語系生物科技系應用外語系

資訊管理系車輛工程系農業科技系資訊管理系農業科技系



飛機工程系

材料科學系

光電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機械設計系

企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生物科技系

車輛工程系

應用外語系

財務金融系

資訊工程系

農業科技系

休息遊憩系

動力機械系

飛機工程系



材料科學系

工業管理系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農業科技系

企業管理系

生物科技系

動力機械系

資訊工程系

車輛工程系

休息遊憩系

財務金融系

機械設計系

應用外語系

資訊管理系

飛機工程系

材料科學系

光電工程系

財務金融系

動力機械系



工業管理系

車輛工程系

應用外語系

農業科技系

機械設計系

休息遊憩系

電機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生物科技系

資訊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