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共 19 頁 

 

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20 日 

教鄭字第 1060000225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6 學年度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核准輔系名單。 

說 明： 

   一、依據 106 年 6 月 20 日本校輔系核定通過。 

   二、輔系名單分別公布如后： 

 

 

  １、      資圖系（日）         

            錄取 五名 

熊 芊        黃駿鵬        歐俊言        何佩雯        傅家慧                       

404016114     405106021     405106260     405116012     403004020                    

中文二Ａ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英文一Ａ      財金三Ｂ                     

 

  ２、      中文系（日）         

            錄取 十三名 

林子瑋        蕭永妍        陸彥辰        吳凡        謝心汝        黃怡嘉         

405030106     405030429     405030965     405054023     405080812     405080846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大傳一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張戈圓        吳雨霏        劉紀煙        郭昱佑        鄭苡宣        紀芝安         

405080937     405084046     405086124     404101759     404100975     405110767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Ｃ      英文一Ａ       

 

陳思穎                                                                               

404136045                                                                            

俄文一                                                                               

 

  ３、      歷史系（日）         

            錄取 十名 

黃 沛        林沛騏        黃昆陽        魯曉東        熊 芊        宋梓釗         

405000174     405000653     405006148     404004011     404016114     404016130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資圖二Ａ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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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 連        楊迎露        唐輔臣        陳品華                                     

405084012     405114017     405544023     404641424                                  

法文一Ａ      英文一Ａ      產經一Ｂ      公行二Ｂ                                   

 

  ４、      資傳系（日）         

            錄取 一名 

阮筱云                                                                               

405631283                                                                            

資管一Ｂ                                                                             

 

  ５、      教科系（日）         

            錄取 五名 

林茜儀        朱冬曄        楊佑婷        郭宜庭        鄭鈞文                       

405010744     404514027     404091471     405111203     405630095                    

中文一Ａ      水環系環工二  德文二        英文一Ｃ      資管一Ｃ                     

 

  ６、      土木系工設組（日）     

            錄取 一名 

崔一塵                                                                               

404514019                                                                            

水環系環工二                                                                         

 

  ７、      土木系營企組（日）     

            錄取 一名 

白 維                                                                               

404484023                                                                            

水環水資源二                                                                         

  ８、      化材系（日）         

            錄取 一名 

黃祉霖                                                                               

405117093                                                                            

英文二Ｃ                                                                             

 

  ９、    資工系（日）         

            錄取 十八名 

譚茜云        叢 昊        林敬恆        黃怡嘉        柯紀業        蔡佐駿         

404031519     403384034     405500538     405080846     404104019     405530675      

歷史二Ａ      土木工設三Ａ  電機系電機一  法文一Ｂ      日文二Ａ      財金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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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靜焄        張茲皓        林思妤        張家樺        連子萱        林潓蓉         

405538033     405610915     405630194     405631002     405631457     405631697      

財金三Ａ      企管一Ａ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Ａ       

 

程千帆        李瑞旻        陳冠任        苗廷崢        李旻軒        葉子綺         

405634063     404634023     405651638     405850313     405230151     405200279      

資管一Ｃ      資管二Ｂ      統計一Ａ      資創系軟工一  尖端材料一  數學系資統一   

 

  １０、    航太系（日）         

            錄取 一名 

陳泓齊                                                                               

405350231                                                                            

機電系精密一                                                                         

 

  １１、    法文系（日）         

            錄取 四十九名 

古雅琪        尤新語        陳郁愃        林孝旻        余采璇        徐雲霜         

405000117     405000570     405001032     405000240     405000729     405000802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王 婕        張小玲        林毅樺        周浩豐        楊幼琪        林振瑋         

405011098     404010075     405036053     405036095     405030700     405040865      

中文一Ｂ      中文二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資傳一Ｂ       

 

姜一凡        吳凡        張子軒        施新曄        李毅濤        陳順超         

405054015     405054023     405364034     405394015     405394023     405514034      

大傳一        大傳一        建築一       土木系營企一 土木系營企一  水環系環工一   

 

蔡依融        許雅涵        鍾佳容        陳愛潔        蕭瑩瑩        黃 鏡         

405100271     405100180     405100826     405100925     405106096     405110643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英文一Ａ       

李妍儀        吳姿潁        謝文彬        艾瑞克        朱芩希        李 昕         

405111336     405111385     404111865     403115081     403110504     405118216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Ｃ      英文二Ｃ      英文三Ａ      英文三Ｂ      英文三Ｃ       

 

陳 筠        葉思妤        吳嘉文        許凱博        崔筱菁        顏妤涵         

405120378     405120782     405126102     404121278     404124033     405616516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Ａ      企管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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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涵        黃嘉茵        吳笛樂        康韡芯        葉蓁庭        楊舒涵         

405550350     405550400     405594010     405620351     405620450     405620286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國商一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Ｂ       

 

陳亭安        劉奕伶        俞涂吉        郭品辰        呂彥霖        陳翰陞         

405620500     404560012     405634048     405640151     405640748     404652678      

管科一Ｂ      保險二Ａ      資管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Ｂ      統計二Ｂ       

 

曾彥瑄                                                                               

404680364                                                                            

全財管學程二                                                                         

 

  １２、    德文系（日）         

            錄取 十六名 

陳 露        沈彥希        黃慧盈        劉紀煙        林韋丞        曾凱聆         

405004028     405014043     405374017     405086124     405087031     405100800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Ｂ      機電系光機一  法文一Ｂ      法文二Ａ      日文一Ｃ       

 

林可樂        陳 靖        費凡怡        劉嘉尹        袁子裕        鐘曉惠         

405110452     405110668     404604083     404611500     404544032     404864018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會計二Ｂ      企管二Ｂ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Ａ       

 

李 想        王楚頡        江昭漪        王一琪                                     

404554064     405594028     405560094     405684043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國商一  保險一Ａ      全財管學程一                               

 

  １３、    日文系（日）         

            錄取 一百三十六名 

羅憶涵        鄭詠之        吳柏毅        高宏安        林學濬        廖翊廷         

405000034     405000158     405000232     405000315     405000331     405000372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范盈珩        張家維        張芳綺        易宇軒        蔡旻臻        藍皓晙         

405000497     405000513     405000612     405000711     405000877     405006130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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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湘縈        吳易芸        鄭雅心        古念永        胡羽晴        洪郁惠         

405000265     405000661     405010033     405010173     405010967     405016527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Ａ      中文一Ａ      中文一Ａ      中文一Ａ       

 

林依妮        鄭少玲        劉聆真        李盈霈        李昆翰        蔡家菱         

405010389     405010959     405010975     405010991     405011056     405011114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張寶莉        鄭浩雲        周靖函        吳杳遠        陳從心        黃郁庭         

405016162     405016204     404011099     404014010     404011180     404011701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廖姿涵        陶 漁        陳俊翰        鄭丞志        白承諭        林毅樺         

204010432     405030015     405030296     405030791     405031096     405036053      

中文進學班二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王偉至        林子瑋        楊幼琪        陸彥辰        易偉騏        蔡兆曦         

405036079     405030106     405030700     405030965     405036061     405037044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二Ｂ       

 

孫英哲        蔡昀霖        蘇莞清        陳思樺        陳宣璟        陳孟婕         

405037226     405038018     402030018     404041617     405050252     405050369      

歷史二Ｂ      歷史三Ａ      歷史四Ａ      資傳二Ａ      大傳一        大傳一         

 

黃世銘        許豐如        姜一凡        王子綺        石子尹        陳 蓉         

405050377     405050393     405054015     404051384     404056524     405730135      

大傳一        大傳一        大傳一        大傳二        大傳二        教科一Ａ       

 

柯家媛        陳莉妍        宋思穎        湯志勤        簡浚丞        陳 杰         

405730200     405730648     405730721     405730887     404412131     405514059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資工二Ｃ    水環系環工一   

 

趙霈耘        陳郁婷        曹綺琳        巫柔緻        柯欣妤        張梓琳         

405080614     405081166     405096099     404090044     402090574     405111062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德文一        德文二        德文三        英文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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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筱汶        蔡杰希        艾瑞克        李 昕        謝艾耘        林品妤         

405111393     404112335     403115081     405118216     405120519     405120790      

英文一Ａ      英文二Ｂ      英文三Ａ      英文三Ｃ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何玉敏        林慈欣        曾郁茜        劉恩妮        林一        李榮峰         

405126052     404121807     405120345     405120923     405120980     405121129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吳嘉文        鄭 丞        劉煥浩        林佳儀        蔡宜臻        黃立潔         

405126102     404121336     404121377     404121682     405600890     405600064      

西語一Ｂ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Ｂ      會計一Ａ      會計一Ｂ       

 

謝得榕        戴 歆        蘇信如        游筱玟        陳美靖        陳哲毅         

405600080     405600106     405600262     405600429     405600668     405530956      

會計一Ｂ      會計一Ｂ      會計一Ｂ      會計一Ｂ      會計一Ｂ      財金一Ａ       

 

李曉昀        徐靜焄        張怡文        鐘 聽        楊韞文        張祐瑄         

403530990     405538033     405538025     405614016     405616052     405610287      

財金三Ａ      財金三Ａ      財金三Ｂ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陳佳君        蕭惠蔆        駱緯綺        黃詠琪        羅凡筑        周家蓁         

405610360     405610600     405618165     405540138     405540336     405540559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三Ｂ      產經一Ａ      產經一Ａ      產經一Ａ       

 

林奕昀        劉冠妤        鄭捷方        李元博        陳孟琪        嚴聞         

405540955     404541574     405550277     404551557     405620070     405620252      

產經一Ａ      產經二Ａ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二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詹家明        俞建安        曾雅琪        黃仲崎        詹尚臻        劉奕伶         

405620328     405620385     405620724     405620740     405620864     404560012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保險二Ａ       

 

曾敏茹        胡庭嘉        陳思賢        潘敏綺        潘玉婷        李涵璵         

404561192     405630269     405634030     405640862     404646514     405654079      

保險二Ａ      資管一Ｂ      資管一Ｃ      公行一Ｂ      公行二Ａ      統計一Ａ       

 

洪 伶        張舜傑        余崑廷        謝佩珊        曾詩茵        張家瑜         

405660332     405660373     405660472     405660738     404661174     404661257      

運管一Ａ      運管一Ａ      運管一Ａ      運管一Ａ      運管二Ａ      運管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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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伊婷        王微雯        林唯人        巫柏翰        陳碩君        游翔安         

404661539     404661570     405570085     405570747     405570606     405570812      

運管二Ａ      運管二Ａ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賴冠棻        楊昕彧        曾鼎翔        黃亭雅                                     

405571059     405571232     405571448     404571365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經濟二Ａ                                   

 

  １４、    英文系（日）         

            錄取 二十五名 

馮子        徐雲霜        鄭少玲        吳杳遠        張育綺        李宸瑀         

405004010     405000802     405010959     404014010     404012089     405050112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Ｂ      大傳一         

 

吳凡        蔡聖德        林韋丞        陳若昀        蔣易安        簡逸豪         

405054023     405480012     405087031     405101378     405100404     405108126      

大傳一        水環水資源一  法文二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Ｃ      日文三Ｃ       

 

黃韻儒        黃柏森        謝誌容        陳虹伊        吳玟陵        潘宇婕         

405120774     405120972     405120261     405120766     405120907     405600775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會計一Ａ       

 

王雪君        黃芝妙        蘇保存        葉蓁庭        陳毅        沈燦若         

404601345     405550012     404556028     405620450     405620955     405654012      

會計二Ｂ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二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統計一Ａ       

 

莊雅雯                                                                               

405654046                                                                            

統計一Ａ                                                                             

  １５、    西語系（日）         

            錄取 五十八名 

鄭詠之        黃筱珺        許令宜        林孝旻        胡榮華        吳 雙         

405000158     405000976     405006510     405000240     405010397     405014019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Ａ      中文一Ａ       

 

吳杳遠        游品瑜        趙子健        金書宏        楊幼琪        廖訢妤         

404014010     405031013     405036012     405030122     405030700     404031626      

中文二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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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一凡        呂婷婷        王羿勛        邱筱涵        辜姿穎        何珮萁         

405054015     405730382     405080598     405080606     405080903     405086041      

大傳一        教科一Ｂ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呂采霓        劉巧琳        駱玟汝        李雯娟        曾凱聆        朱譽禎         

404091059     404860370     405101717     405100685     405100800     405100982      

德文二        德文二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李妍儀        賴筱汶        項安穎        譚硯馨        鄧宇芯        何倢         

405111336     405111393     405114025     404111402     404111055     405130369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Ｂ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Ｃ      俄文一         

 

俞昕妤        蕭秉宸        楊旻芝        王昱茵        駱緯綺        葛君如         

405607028     405530410     405610097     405610253     405618165     405540104      

會計二Ｂ      財金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三Ｂ      產經一Ｂ       

 

齊婷        蔡宜潔        張嘉宇        楊雁晴        宋星蓉        鍾欣廷         

405540146     405540401     404551862     405550491     405550541     405550558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何忻        胡倚桐        邱亭瑋        陳瑞婧        劉 齊        康韡芯         

405550582     405554014     405590364     405594044     405620153     405620351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國商一  國企系國商一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方 婷        林育娟        張幼華        陳瑜        顏沛慈        黃雅琪         

405620427     405620682     404621640     405640821     405650093     405660092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管科二Ｂ      公行一Ｂ      統計一Ｃ      運管一Ａ       

 

張哲瑋        孫來蜜        曾彥瑄        劉忠俊                                     

404661190     405684035     404680364     405574095                                  

運管二Ａ      全財管學程一  全財管學程二  經濟一Ｃ                                   

 

  １６、    俄文系（日）         

            錄取 十七名 

張承洲        陳郁愃        林孝旻        何美欣        王 婕        鄧欣翔         

405000794     405001032     405000240     405006122     405011098     405030817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Ｂ      歷史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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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祖薇        吳函儒        許雅涵        簡逸豪        許崇恒        陳韻文         

405101584     405100164     405100180     405108126     405600767     405610113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三Ｃ      會計一Ｂ      企管一Ａ       

 

張又文        賴俊宇        呂岱嶧        張哲瑋        吳心嚴                       

405610550     405590596     405660076     404661190     405680017                    

企管一Ａ      國企系國商一  運管一Ａ      運管二Ａ      全財管學程一                 

 

  １７、    外交與國際系（日）     

            錄取 三名 

周宣韶        劉巧琳        艾瑪莉                                                   

405080218     404860370     403555088                                                

法文一Ａ      德文二        國企三Ｂ                                                 

 

  １８、    會計系（日）         

            錄取 五十七名 

林巧伶        葉霈苓        莊千慧        梁嘉芸        林鈺家        薛嵋玲         

405000190     405000679     405010868     405010934     405031054     405030866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中文一Ａ      中文一Ｂ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黃馨瑩        蘇鈺証        蔡冠宇        李京螢        張睿聿        陳思頤         

405730424     405730820     405440214     405080952     403090458     403090516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電機系電資一  法文一Ｂ      德文三        德文三         

 

林祖薇        駱玟汝        劉子健        呂 瑄        李妍儀        林家琪         

405101584     405101717     405106112     405110106     405111336     405120717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Ｂ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西語一Ａ       

 

楊雁        陳宜孜        廖郁諠        劉小綺        陳秉永        楊東霖         

405121137     404121997     405130021     405531186     405536060     404531088      

西語一Ａ      西語二Ａ      俄文一        財金一Ｂ      財金一Ｂ      財金二Ｂ       

 

陳安妮        王 婷        張儷齡        戴心綸        鄭珮宸        楊雅筑         

405616078     405547034     405550533     405550608     404551631     404551805      

企管一Ａ      產經二Ａ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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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俐君        王馥甄        劉 齊        范文慶        王宣頻        廖怡雯         

405557017     405620013     405620153     405620799     405620260     405620484      

國企系經管二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康家慈        柯致寧        陳郁棻        莊鈺翎        楊仁瀚        詹友瑄         

405560144     404561614     405567032     405631366     405636548     405640599      

保險一Ｂ      保險二Ａ      保險二Ａ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Ａ      公行一Ａ       

 

王詩婷        王俊傑        張云        邱俊捷        陳資穎        林易辰         

405650010     405650192     405651174     405651232     405651596     404652264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Ｃ      統計一Ｃ      統計一Ｃ      統計二Ｃ       

 

陳奕安        林倢筠        張瑜方        許珮儀        簡嘉潔        何婉寧         

404652389     405680264     405570267     405570382     405571075     405570069      

統計二Ｃ      全財管學程一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Ｃ       

 

蔡岳修        王 嬌        徐瑋志                                                   

405570366     405574038     405574061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１９、    財金系（日）         

            錄取 三十八名 

鄒季軒        邱 鈺        董元順        陳于婕        鄭家宜        張惠清         

405000109     405730093     405414052     405090225     405100362     405100503      

資圖一Ｂ      教科一Ａ      資工一Ｂ      德文一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魏劭倫        戴潔        林姿彤        蔡采穎        林佳儒        鍾沄樺         

405101196     404101544     405116525     404110081     404121856     405120071      

日文一Ｃ      日文二Ｂ      英文一Ａ      英文二Ｂ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趙逸芝        劉書吟        林淑玉        李心汝        蕭韻庭        劉嘉尹         

405120097     405610584     405610824     405610840     405610980     404611500      

西語一Ａ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二Ｂ       

 

周佳雯        汪于婷        黃湘雲        王馥甄        黃意程        王語晟         

404616145     405557256     205550287     405620013     405620294     405620336      

企管二Ｂ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進學一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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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玫芳        張 燁        梁舒涵        吳哲耘        林芷萱        陳翰陞         

405560110     405564013     405560227     404634056     405640078     404652678      

保險一Ａ      保險一Ａ      保險一Ｂ      資管二Ｂ      公行一Ａ      統計二Ｂ       

 

唐路遙        簡嘉潔        廖家瑋        莫子逸        林哲玄        潘賢仁         

405574103     405571075     405574020     405570036     405570994     405200022      

經濟一Ａ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數學系資統一   

 

陳采榆        陳彥州                                                                 

405200048     405200147                                                              

數學系資統一  數學系資統一    

 

  ２０、    企管系（日）         

            錄取 四十四名 

趙貞涵        方俐婷        林鈺家        張家杰        林毅樺        周浩豐         

405000018     405010017     405031054     405036038     405036053     405036095      

資圖一Ａ      中文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侯柏睿        林億昇        孫英哲        李婉瑜        黃琦芸        潘宣盛         

405030247     405030544     405037226     405730028     405730366     405730408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二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李欣潔        詹閎昱        陳怡君        張立姍        陳欣澄        李文婷         

405730507     405730549     405730622     405730747     405731026     405731109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何知        陳姿綝        朱嬿蓉        李彥霖        陳于婕        陳映蓁         

404500075     405080994     405090035     405090126     405090225     405090530      

電機系電機二  法文一Ｂ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黃苑怡        梁彥莙        潘姵辰        莊佩璇        胡芳嘉        李綺軒         

405106252     405106286     405108050     405110049     405110551     405111344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三Ｂ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Ｂ       

 

曾俊蘭        衛文菁        石宜婕        崔筱菁        吳鈞傑        朱玉月         

405116236     405116210     404111584     404124033     405127043     405136028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Ｃ      英文二Ｂ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Ｂ      俄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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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靖        梁宇彤        倪 哲        郭又嫺        陳詠君        佘梓瑄         

405600668     405606020     404604018     405560805     404631144     404632191      

會計一Ｂ      會計一Ｂ      會計二Ａ      保險一Ｂ      資管二Ｃ      資管二Ｃ       

 

陳品妤        錢靜柔                                                                 

405640763     404571894                                                              

公行一Ｂ      經濟二Ｃ                                                               

 

  ２１、    產經系（日）         

            錄取 九名 

李儀        林子瑋        曾韻軒        程蕙如        陳 筠        林家琪         

405000786     405030106     403101081     405111450     405120378     405120717      

資圖一Ｂ      歷史一Ｂ      日文三Ｂ      英文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蕭翔齡        王子弦        尤怡婷                                                   

404121211     404121716     405640060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Ａ      公行一Ｂ                                                 

 

  ２２、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錄取 一百八十名 

趙貞涵        黃敏慧        林祐安        馮子        鄒季軒        李儀         

405000018     405000059     405000935     405004010     405000109     405000786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賈儒雯        鄭詠文        黃昱程        曾煒翔        趙子健        楊幼琪         

405011189     404011867     405030551     405031138     405036012     405030700      

中文一Ａ      中文二Ｂ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劉家彤        劉思辰        黃子庭        許豐如        李婉瑜        張立姍         

404031808     405040972     405050088     405050393     405730028     405730747      

歷史二Ｂ      資傳一Ａ      大傳一        大傳一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林映岑        陳欣澄        牛永承        何知        王映叡        謝欣岑         

405730861     405731026     403500027     404500075     404511023     405080150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水環系環工二  法文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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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育萱        李依庭        林祤蓉        歐嘉欣        李奕萱        廖姮茵         

405080283     405080416     405080507     405086116     404081753     405080622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羅 勰        簡佩岑        吳映寬        林怡        張戈圓        李京螢         

405080689     405080713     405080754     405080853     405080937     405080952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洪慈曼        江虹萱        林芸碩        盧珩睿        游絨絨        朱嬿蓉         

405080986     405081000     405081125     404081365     405090027     405090035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二Ａ      德文一        德文一         

 

王繪祺        鄭文睿        李彥霖        江佩穎        邱子豪        陳于婕         

405090050     405090068     405090126     405090142     405090209     405090225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楊綵竽        謝雨潔        林姿言        李心瑜        謝君佩        卿少傑         

405090258     405090290     405090308     405090340     405090373     405090407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徐郁潔        黃嘉琳        游琬萱        陳映蓁        黃 容        陳姿儀         

405090415     405090423     405090498     405090530     404091307     404091398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二        德文二         

 

李芳榆        吳安霓        張睿聿        陳思頤        羅 薇        閔梓昀         

403090052     403090292     403090458     403090516     405098061     405098103      

德文三        德文三        德文三        德文三        德文三        德文三         

 

呂典蓉        陳怡廷        梁彥莙        林忞昀        李品萱        吳映潔         

405101311     405101691     405106286     405100032     405100073     405100099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劉昀蒨        鄭 螢        陳韻筑        游鈺苓        蔡淑貞        陳其書         

405100156     405100297     405100610     405100735     405100792     405100834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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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安        呂沛容        梁詠蓁        詹雅妃        楊文昕        潘姵辰         

405101097     405100487     405100560     405100644     405100743     405108050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三Ｂ       

 

莊佩璇        周湘庭        陳蓁琪        陳昱如        胡芳嘉        陳琪方         

405110049     405110130     405110163     405110528     405110551     405110585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黃 鏡        紀芝安        詹雅涵        袁珮        李妍儀        賴筱汶         

405110643     405110767     405110940     405110973     405111336     405111393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黃晨媛        程蕙如        林姿彤        周欣穎        曲芝以        黃暐媃         

405111427     405111450     405116525     405110023     405110239     405110353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高書緹        周佩勤        闞珮文        楊 璇        楊棋汶        張寶容         

405110478     405110502     405110775     405110924     405110957     405111286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戴芝芸        柯立倢        葉 臻        邱聖函        劉姿誼        陳奕璇         

405111468     405110064     405110155     405110361     405110510     405110999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郭宜庭        游 鎮        邱靖媛        王婷萱        陳羿晴        朱芩希         

405111203     405114033     404111287     404111410     403110298     403110504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Ｃ      英文三Ｂ      英文三Ｂ       

 

林佳儒        趙逸芝        陳淯璟        潘亭妤        鍾昊瑋        車宛庭         

404121856     405120097     405120212     405120238     405120451     405120493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徐楚珺        林品妤        柯霈珊        陳怡淩        余宛庭        謝嘉寧         

405120576     405120790     405120816     405120931     405120956     405120998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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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舒淯        曾紹齊        潘 強        潘鈺涵        曾郁茜        何佳璇         

405121038     405121053     405124016     405120147     405120345     405120386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陳虹伊        鍾函芸        吳玟陵        劉恩妮        陳韋翰        郭育珍         

405120766     405120808     405120907     405120923     405120949     405121046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陳玟卉        柯宇淇        印妤瑤        何楚帆        蕭翔齡        黃思瑋         

405121087     405121103     405124024     405124040     404121211     404121450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Ａ       

 

王子弦        陳映竹        陳佩欣        張瑜紜        張婕汝        陳怡臻         

404121716     405127019     405127068     405130039     405130435     405130443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Ｂ      俄文一        俄文一        俄文一         

 

陳小妍        黃珮雯        林玉彩        朱玉月        李心贊        駱俊任         

405130534     405130583     405130591     405136028     404801101     405610543      

俄文一        俄文一        俄文一        俄文一        外交與國際二  企管一Ｂ       

 

周家蓁        王晨思        李亭儒        張 燁        范綱庭        黃奕華         

405540559     405624015     405560391     405564013     405560581     405560664      

產經一Ａ      管科一Ａ      保險一Ａ      保險一Ａ      保險一Ｂ      保險一Ｂ       

 

黎至峰        林芷萱        顏伶芷        黃翊真        呂雅容        李芷彤         

405630988     405640078     405640110     405640417     405640656     405640813      

資管一Ｂ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呂楚禾        陳品妤        蔡秉原        詹凱文        史 超        何宜玲         

405646513     405640763     404641796     405660449     405684027     403810483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Ｂ      公行二Ａ      運管一Ｂ      全財管學程一  語言三         

 

  ２３、    管科系（日）         

            錄取 一名 

曹書豪                                                                               

405650820                                                                            

統計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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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保險系（日）         

            錄取 七名 

王沛庭        張睿聿        陳思頤        許峻銘        楊晨璐        陳韋如         

405000406     403090458     403090516     405640474     405654053     404651993      

資圖一Ｂ      德文三        德文三        公行一Ａ      統計一Ｂ      統計二Ｃ       

 

陳采榆                                                                               

405200048                                                                            

數學系資統一                                                                         

 

  ２５、    資管系（日）         

            錄取 二十六名 

林奕緹        陳 歡        譚茜云        陳勤佳        賴玟臻        黃歆茹         

405000356     405010942     404031519     404031824     405080630     405080945      

資圖一Ａ      中文一Ａ      歷史二Ａ      歷史二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詹雅涵        謝敦凱        黃于軒        廖唯均        陳韻媛        張茲皓         

405110940     404531278     404531559     404531757     404532011     405610915      

英文一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企管一Ａ       

 

蕭惠蔆        賴貞羽        黃文萱        黃覺主        李秉政        吳建勳         

405610600     405540195     405620658     405560045     405560946     404561903      

企管一Ｂ      產經一Ａ      管科一Ａ      保險一Ｂ      保險一Ｂ      保險二Ｂ       

 

江英琪        吳斯蓓        黃詩涵        劉庭安        王易存        歐陽李浩       

404641085     405680033     405680256     405680355     404680075     405574087      

公行二Ｂ      全財管學程一  全財管學程一  全財管學程一  全財管學程二  經濟一Ｂ       

 

張晏榕        蔡珵宇                                                                 

404571423     402220262                                                              

經濟二Ａ      物理系應物四                                                           

 

  ２６、    公行系（日）         

            錄取 二十二名 

王沛庭        洪郁惠        鄭少玲        蔡家菱        熊 芊        蔡善恩         

405000406     405016527     405010959     405011114     404016114     404016155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Ａ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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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皓雲        孫凰騏        鄭如婷        林欣柔        顧 濤        蔡昀霖         

405030254     405030312     405030445     405031005     405037168     405038018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二Ｂ      歷史三Ａ       

 

張載晴        黃昱霖        張芷婕        鍾人傑        柯欣妤        黃苑怡         

405730267     404731050     405090431     404091075     402090574     405106252      

教科一Ｂ      教科二Ａ      德文一        德文二        德文三        日文一Ａ       

陳律霓        陳姮文        黃筑音        陳冠任                                     

405120295     405120352     405530998     405651638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財金一Ａ      統計一Ａ                                   

 

  ２７、    統計系（日）         

            錄取 十一名 

葉子豪        梁宇彤        陳安妮        顏妤涵        陳瑀萱        劉嘉尹         

405000364     405606020     405616078     405616516     405611145     404611500      

資圖一Ｂ      會計一Ｂ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企管二Ｂ       

 

曾瑞鈺        林奕欣        蔡茜婷        肖天瑤        許沛菱                       

404554049     404554080     405560185     404634031     405680165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保險一Ｂ      資管二Ｃ      全財管學程一                 

 

  ２８、    運管系（日）         

            錄取 九名 

鄧適婕        陳聖杰        張戈圓        林芸碩        黃 容        陳韋翰         

405380600     405080572     405080937     405081125     404091307     405120949      

土木工設一Ｂ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德文二        西語一Ｂ       

 

王昱晴        陳 琳        曹書豪                                                   

405620948     405560524     405650820                                                

管科一Ｂ      保險一Ｂ      統計一Ａ                                                 

 

  ２９、    全財管學程（日）     

            錄取 四名 

林怡均        曾韻軒        林鳳亮        張芸洧                                     

405100669     403101081     403615189     403620080                                  

日文一Ｃ      日文三Ｂ      國企三Ｂ      管科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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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經濟系（日）         

            錄取 十一名 

林祐安        江虹萱        廖心榕        陳 筠        林家琪        蕭翔齡         

405000935     405081000     405090274     405120378     405120717     404121211      

資圖一Ａ      法文一Ｂ      德文一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二Ａ       

 

莊詩涵        詹友瑄        李芷彤        尤怡婷        徐子洲                       

405560276     405640599     405640813     405640060     405234013                    

保險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Ｂ      尖端材料一                   

 

  ３１、    語言系（日）         

            錄取 一名 

陳冠如                                                                               

405860155                                                                            

觀光一Ａ                                                                             

 

  ３２、    化學系生化組（日）     

            錄取 四名 

林庭妘        李宗霖        石海翔        黃俊翰                                     

405000125     405400903     405130161     405230227                                  

資圖一Ｂ      化材一Ｂ      俄文一        尖端材料一                                 

 

  ３３、    化學系材化組（日）     

            錄取 二名 

陳薇淇        陳浩瑋                                                                 

405730085     405730309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３４、    數學系數學組（日）     

            錄取 二名 

徐士揚        林儒政                                                                 

405730614     405214015                                                              

教科一Ａ      物理系光電一                                                           

 

  ３５、    數學系資統組（日）     

            錄取 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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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品恩        莊于揮                                                                 

402730278     405660431                                                              

教科四Ａ      運管一Ａ                                                               

 

  ３６、    物理系應物組（日）     

            錄取 一名 

李洋銳                                                                               

402430465                                                                            

航太三Ｂ                                                                             

 

  ３７、    資工系（進學）       

            錄取 一名 

許正曄                                                                               

203010276                                                                            

中文進學班二                                                                         

 

  ３８、    日文系（進學）       

            錄取 一名 

許正曄                                                                               

203010276                                                                            

中文進學班二                                                                         

 

  ３９、    企管系（進學）       

            錄取 一名 

徐志揚                                                                               

205538043                                                                            

財金進學班三                                                                         

 

 

 

 

教務長     鄭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