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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0日 

                                            教林字第 1100000446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10學年度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核准雙主修名單。 

說 明： 

   一、依據 110年 7月 20日本校雙主修核定通過。 

   二、雙主修名單分別公布如后： 

 

 

  １、      資圖系（日）         

            錄取 一名 

劉Ｏ卉                                                                               

408121167                                                                            

西語二Ｂ                                                                             

 

  ２、      中文系（日）         

            錄取 二名 

林Ｏ婕        陳Ｏ喬                                                                 

409001079     409106068                                                              

資圖一Ａ      日文一Ｃ                                                               

 

  ３、      歷史系（日）         

            錄取 二名 

林Ｏ楨        董Ｏ鑫                                                                 

409010716     409600045                                                              

中文一Ａ      會計一Ａ                                                               

 

  ４、      化材系（日）         

            錄取 一名 

游Ｏ利                                                                               

409620845                                                                            

管科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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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資工系（日）         

            錄取 七名 

詹Ｏ殷        鄧 Ｏ        呂Ｏ成        黃Ｏ祥        鄭Ｏ翔        黃Ｏ融         

409001095     408010444     409730719     409100590     409100202     409620597      

資圖一Ａ      中文二Ｂ      教科一Ａ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管科一Ａ       

 

賴Ｏ智                                                                               

408640844                                                                            

公行二Ｂ                                                                             

 

  ６、      航太系（日）         

            錄取 一名 

彭Ｏ晏                                                                               

409381042                                                                            

土木一Ｂ                                                                             

 

  ７、      水環系環工組（日）         

            錄取 一名 

林Ｏ以                                                                               

409480364                                                                            

水環水資源一                                                                         

 

  ８、      法文系（日）         

            錄取 十一名 

簡Ｏ茜        李Ｏ慈        吳Ｏ哲        徐Ｏ哲        張Ｏ庭        盧Ｏ宜         

409010245     409010963     409031142     409100798     408111374     409120937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歷史一Ａ      日文一Ｂ      英文二Ｂ      西語一Ａ       

 

黃Ｏ邇        陳Ｏ儀        王Ｏ心        陳Ｏ誼        尤Ｏ珍                       

408124013     408136546     408550282     408590551     409570206                    

西語二Ａ      俄文二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國商二  經濟一Ｂ                     

 

  ９、      德文系（日）         

            錄取 五名 

王Ｏ文        曾Ｏ妤        林Ｏ臻        虞Ｏ茗        黃Ｏ慧                       

408010766     409730669     409080347     408114014     409117081                    

中文二Ｂ      教科一Ｂ      法文一Ｂ      英文二Ａ      英文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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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日文系（日）         

            錄取 四名 

陳Ｏ樞        何Ｏ芸        林Ｏ萱        莊Ｏ軒                                     

408014024     409110946     407620318     408650157                                  

中文二Ｂ      英文一Ａ      國企系經管三  統計二Ｃ                                   

 

  １１、    英文系（日）         

            錄取 十名 

陳Ｏ俊        林Ｏ萱        王Ｏ翔        吳Ｏ珆        吳Ｏ蓁        黃Ｏ涵         

408011137     409017026     409490595     409080412     409081071     409090270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Ｂ      電機系電通一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德文一         

 

徐Ｏ莉        陳Ｏ妘        黃Ｏ霽        許Ｏ涵                                     

409120309     408120904     409640611     409646568                                  

西語一Ｂ      西語二Ｂ      公行一Ａ      公行一Ａ                                   

 

  １２、    西語系（日）         

            錄取 八名 

王Ｏ卉        許Ｏ汶        鍾Ｏ芳        許Ｏ文        蘇Ｏ欣        王Ｏ翔         

409000550     408030186     409730529     409081097     409081113     409101473      

資圖一Ａ      歷史二Ｂ      教科一Ｂ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日文一Ａ       

 

葉Ｏ芸        趙Ｏ語                                                                 

409130514     409530804                                                              

俄文一        財金一Ｂ                                                               

 

  １３、    俄文系（日）         

            錄取 三名 

馬Ｏ霖        顏Ｏ馨        呂Ｏ晴                                                   

409090296     408120607     408570199                                                

德文一        西語二Ｂ      會計二Ａ                                                 

 

  １４、    會計系（日）         

            錄取 二十八名 

王Ｏ庶        林Ｏ欽        李Ｏ龍        吳Ｏ哲        林Ｏ欣        林Ｏ昭         

409001129     408011194     409380069     409400909     409480117     409080370      

資圖一Ｂ      中文二Ａ      土木一Ｂ      化材一Ｂ      水環水資源一  法文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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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Ｏ潔        周Ｏ玢        楊Ｏ甄        王Ｏ瑜        孫Ｏ慈        唐Ｏ如         

408080736     408080660     409100095     409100111     408110749     4091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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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Ｏ瑄        周Ｏ妏        林Ｏ辰        孫Ｏ偉        鍾Ｏ寧        洪Ｏ庭         

206110388     409530317     409530382     409530440     409530986     409610366      

西語四Ｂ      財金一Ａ      財金一Ｂ      財金一Ｂ      財金一Ｂ      企管一Ｂ       

 

        陳Ｏ慧        黃Ｏ禎        陳Ｏ逸        潘Ｏ和        陳Ｏ璇         

409610945     409611109     409611166     409611182     408617214     409590576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三Ａ      國企系國商一   

 

林Ｏ宇        黃Ｏ勛        陳Ｏ玄        蔡Ｏ佑                                     

409560181     409680351     409570347     408190402                                  

風保一Ｂ      全財管學程一  經濟一Ａ      數學系數學二                               

 

  １５、    財金系（日）         

            錄取 七十五名 

劉Ｏ甄        張Ｏ軒        林Ｏ旺        蔡Ｏ岡        張Ｏ震        黃Ｏ恩         

409000733     409000774     409030193     409030276     409030086     409030201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Ｂ      歷史一Ｂ       

 

黃Ｏ崴        鄭Ｏ臻        李Ｏ硯        林Ｏ瀚        許Ｏ毓        賴Ｏ笙         

409030540     409030854     409030979     408030137     408030715     40803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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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Ｏ智        王Ｏ蓁        簡 Ｏ        吳Ｏ庭                劉Ｏ圻         

408030772     409040614     409040812     409730016     409730594     409730974      

歷史二Ａ      資傳一Ａ      資傳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郭Ｏ晴        林Ｏ佑        劉Ｏ婕        陳Ｏ璇        姚Ｏ真        李Ｏ峻         

408731056     409480034     409080685     409081006     409090015     409090171      

教科二Ａ      水環水資源一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德文一        德文一         

 

林Ｏ暄        許Ｏ芹        鄭Ｏ懷        王 Ｏ        黃Ｏ涵        高Ｏ慈         

409090510     409090551     408094018     409098059     409100863     408100492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二        德文三        日文一Ｃ      日文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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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Ｏ慈        賴Ｏ君        林Ｏ駿        吳Ｏ容        黃Ｏ彤        陳Ｏ茜         

409111183     409110516     409121190     408120821     408120862     408127065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Ｃ      西語一Ａ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西語三Ｂ       

 

劉 Ｏ        古Ｏ玄        張Ｏ鈞        紀Ｏ馨        高Ｏ君        黃Ｏ榕         

409130126     409600169     409600284     409601241     409601530     409610036      

俄文一        會計一Ａ      會計一Ａ      會計一Ａ      會計一Ｃ      企管一Ａ       

 

張Ｏ慈        吳Ｏ婷        蔡Ｏ彤        謝Ｏ芸        陳Ｏ安        唐Ｏ庭         

409610150     409610358     409610903     408610011     408611084     409540175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Ｂ      產經一Ａ       

 

方Ｏ筑        蘇Ｏ德        黃Ｏ堯        沈Ｏ綺        蘇Ｏ友        李Ｏ淳         

409540779     409540084     409540126     409540365     409540589     409540928      

產經一Ａ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張Ｏ琦        王Ｏ慶        張Ｏ馨        林Ｏ欣        林Ｏ蓁         

409550067     409550299     409558219     409621058     408620556     409630034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三  管科一Ａ      管科二Ａ      資管一Ｃ       

 

呂Ｏ萱        江Ｏ儒        高Ｏ宜        王Ｏ緯        張Ｏ瑜        陳Ｏ鈺         

409630547     409631297     408630951     409560140     409560702     409567111      

資管一Ｃ      資管一Ｃ      資管二Ｂ      風保一Ｂ      風保一Ｂ      風保二Ａ       

 

蔡Ｏ蒨        梁Ｏ榕        郭Ｏ妮        陳Ｏ佑        郭Ｏ萱        黃Ｏ嘉         

409640876     408640885     409651519     409651311     409660775     409570040      

公行一Ａ      公行二Ｂ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Ｂ      運管一Ａ      經濟一Ａ       

 

章Ｏ綺        羅Ｏ珊        林Ｏ涵                                                   

409571188     409570511     407190205                                                

經濟一Ａ      經濟一Ｃ      數學系數學二                                             

 

  １６、    企管系（日）         

            錄取 三名 

吳Ｏ嫻        滕Ｏ誼        蔣Ｏ婧                                                   

409730909     408090552     408634011                                                

教科一Ｂ      德文二        資管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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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產經系（日）         

            錄取 一名 

黃Ｏ妤                                                                               

409800298                                                                            

外交一                                                                               

 

  １８、    國企系經貿管理組（日）     

            錄取 九名 

胡Ｏ翎        賴Ｏ憶        傅Ｏ婷        李Ｏ樺        李Ｏ柔        胡 Ｏ         

408000361     409080487     408081015     409090122     409090478     407094019      

資圖二Ｂ      法文一Ｂ      法文二Ａ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三         

 

林Ｏ嫻        楊Ｏ文        曾Ｏ婷                                                   

408110954     409118014     409120044                                                

英文二Ｂ      英文三Ａ      西語一Ｂ                                                 

 

  １９、    管科系（日）         

            錄取 一名 

林Ｏ敏                                                                               

409090049                                                                            

德文一                                                                               

 

  ２０、    資管系（日）         

            錄取 八名 

田Ｏ禎        林Ｏ弘        張Ｏ予        黃Ｏ瑄        王Ｏ荏        郭Ｏ妍         

409000329     409030748     409730370     409411567     409081121     408600384      

資圖一Ｂ      歷史一Ａ      教科一Ａ      資工一Ｃ      法文一Ｂ      會計二Ｂ       

 

劉Ｏ宇        馬Ｏ煜                                                                 

409650412     409570578                                                              

統計一Ｂ      經濟一Ｃ                                                               

 

  ２１、    風保系（日）               

            錄取 一名 

戴Ｏ嫺                                                                               

409550059                                                                            

國企系經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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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公行系（日）         

            錄取 十三名 

林Ｏ瑄        江Ｏ宣        洪Ｏ翎        洪Ｏ純        黃Ｏ宇        曾Ｏ寧         

409000758     409010039     409010054     409010336     409010690     4090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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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Ｏ瀚        楊Ｏ瑜        吳Ｏ嵐        馬Ｏ絜        李Ｏ穎        王Ｏ慧         

409011169     409030037     409036042     409050159     409101127     408810421      

中文一Ｂ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Ｂ      大傳一        日文一Ｃ      英文二Ｃ       

 

沈Ｏ庭                                                                               

409540795                                                                            

產經一Ａ                                                                             

 

  ２３、    統計系（日）         

            錄取 三名 

        鄭Ｏ心        陳Ｏ嘉                                                   

409620555     409620993     409630992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資管一Ｃ                                                 

 

  ２４、    運管系（日）         

            錄取 三名 

吳Ｏ翎        陳Ｏ萁        林Ｏ臻                                                   

409000170     408000825     409610044                                                

資圖一Ａ      資圖二Ｂ      企管一Ｂ                                                 

 

  ２５、    經濟系（日）         

            錄取 五名 

辜Ｏ漢        郭Ｏ維        邱Ｏ容        楊Ｏ勳        黃Ｏ翰                       

409030516     409030128     409040796     409400578     409401105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Ｂ      資傳一Ａ      化材一Ａ      化材一Ｂ                     

 

  ２６、    外交系（日）         

            錄取 四名 

劉Ｏ娟        陳Ｏ庭        楊Ｏ泓        劉Ｏ帆                                     

409080271     409081139     409120291     409130357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西語一Ａ      俄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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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政經系（日）         

            錄取 一名 

紀Ｏ廷                                                                               

409601225                                                                            

會計一Ｂ                                                                             

 

  ２８、    化學系生化組（日） 

            錄取 二名 

陳Ｏ慈        陳Ｏ泓                                                                 

409001103     408230141                                                              

資圖一Ｂ      尖端材料二                                                             

 

  ２９、    化學系材化組（日）     

            錄取 一名 

張 Ｏ                                                                               

409620571                                                                            

管科一Ａ                                                                             

 

  ３０、    數學系數學組（日）     

            錄取 一名 

游Ｏ筠                                                                               

409730727                                                                            

教科一Ｂ                                                                             

 

  ３１、      資工系（進學）       

              錄取 一名 

洪Ｏ綺                                                                               

208550300                                                                            

國企系進學二                                                                         

 

  ３２、      財金系（進學）       

              錄取 一名 

黃Ｏ嘉                                                                               

209117174                                                                            

英文進學班二                   

 

 

教務長     林俊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