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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0日 

                                            教林字第  1100000445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10學年度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及研究所核准輔系名單。 

說 明： 

   一、依據 11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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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 

林Ｏ馨        林Ｏ禾        游Ｏ訢        郭Ｏ佑                                     

409030235     409037156     407000370     407000958                                  

歷史一Ａ      歷史二Ａ      西語三Ａ      運管三Ａ                                   

 

  ２、      中文系（日）         

            錄取 十三名 

黃Ｏ禎        賀Ｏ惠        倪Ｏ瑋        吳Ｏ芳        陳Ｏ妤        徐Ｏ睿         

408000338     409030094     408040037     408050432     409730172     409736013      

資圖二Ａ      歷史一Ａ      資傳二Ａ      大傳二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楊Ｏ蔚        林Ｏ涵        陳Ｏ喬        孫 Ｏ        馬Ｏ怡        陳Ｏ彤         

409106357     409101143     409106068     409106126     409106332     407660314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運管三Ａ       

 

謝Ｏ潔 

609010045 

中文一碩士班 

 

  ３、      歷史系（日）         

            錄取 七名 

許Ｏ文        謝Ｏ晴        高Ｏ芳        王Ｏ玉        紀Ｏ達        董Ｏ鑫         

409010484     408010030     407011112     409730495     407730927     409600045      

中文一Ｂ      中文二Ａ      中文三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三Ｂ      會計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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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Ｏ瑋                                                                               

409640926                                                                            

公行一Ｂ                                                                             

 

  ４、      教科系（日）         

            錄取 七名 

姚Ｏ富        林Ｏ然        曾Ｏ榆        林Ｏ倢        張 Ｏ        黃Ｏ翎         

408056025     409106506     409100889     409101085     409106522     409117057      

大傳二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英文二Ｂ       

 

蕭Ｏ軒                                                                               

408730157                                                                            

資管二Ｃ                                                                             

 

  ５、      機械系精密機械組（日）     

            錄取 一名 

邱Ｏ晴                                                                               

409480174                                                                            

水環水資源一                                                                         

 

  ６、      資工系（日）         

            錄取 二十三名 

林Ｏ萱        謝 Ｏ        徐Ｏ云        莊Ｏ哲        張Ｏ嘉        林Ｏ甫         

409000667     409000949     408730215     408730892     408730728     409101325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Ｂ      日文一Ａ       

 

王Ｏ瑜        吳Ｏ龍        鄧Ｏ翔        李Ｏ柔        李Ｏ芯        黃Ｏ融         

409100111     409130506     407530392     409610820     409540183     409620597      

日文一Ｂ      俄文一        財金三Ａ      企管一Ｂ      產經一Ｂ      管科一Ａ       

 

林Ｏ諺        王Ｏ涵        徐Ｏ禎        何Ｏ華        余Ｏ穎        蔡Ｏ哲         

408631017     408631348     409630117     409650198     409650495     409651170      

資管一Ｂ      資管一Ｂ      資管一Ｂ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Ｃ       

 

譚Ｏ謙        林Ｏ漢        吳Ｏ誼        馬Ｏ煜        趙Ｏ亦                       

409651329     407650257     408661147     409570578     409190187                    

統計一Ｃ      統計三Ａ      運管二Ｂ      經濟一Ｃ      數學系數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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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電機系電資（日）     

            錄取 四名 

陳Ｏ妙        洪Ｏ薰        阮Ｏ天        王Ｏ祺                                     

409370581     409350500     407514016     408660891                                  

機械系光機一  機械系精密一  水環系環工二  運管二Ａ                                   

 

  ８、      水環系環工組（日）         

            錄取 二名 

林Ｏ以        楊Ｏ御                                                                 

409480364     408101607                                                              

水環水資源一  日文一Ａ                                                               

 

  ９、      法文系（日）         

            錄取 十七名 

李Ｏ慈        郭Ｏ潔        陳Ｏ萱        黃Ｏ萍        梁Ｏ茵        方Ｏ霖         

409010963     408030236     409037149     409401162     409101101     409106365      

中文一Ｂ      歷史二Ａ      歷史二Ｂ      化材一Ｂ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莊Ｏ卉        孫Ｏ綺        李Ｏ珊        張Ｏ孟        賴Ｏ傑        許Ｏ銓         

407081156     409110466     409111035     408111028     409127023     409130381      

日文二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二Ｃ      西語二Ｂ      俄文一         

 

曹Ｏ鈞        王Ｏ心        陳Ｏ誼        程Ｏ婕        呂Ｏ珍                       

409130571     408550282     408590551     409620084     408661030                    

俄文一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國商二  管科一Ｂ      運管二Ａ                     

 

  １０、    德文系（日）         

            錄取 十一名 

許Ｏ雯        連Ｏ辰        施Ｏ華        邱Ｏ雯        吳Ｏ勳        陳Ｏ儀         

409011177     408370202     408090263     407120954     408130556     408136546      

中文一Ａ      機械系光機二  西語二Ｂ      西語三Ａ      俄文二        俄文二         

 

陳Ｏ安        吳Ｏ平        黃Ｏ玲        高Ｏ淯        方Ｏ方                       

408611084     409540787     409578084     409800082     408200532                    

企管二Ｂ      產經一Ｂ      經濟三Ｂ      外交一        數學系資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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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日文系（日）         

            錄取 四十二名 

曹Ｏ翎        蔡Ｏ捷        陳Ｏ樞        潘Ｏ寧        范Ｏ瀚        謝Ｏ翰         

408000114     408010378     408014024     409030144     409030185     409030425      

資圖二Ａ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Ｂ      歷史一Ｂ      歷史一Ｂ      歷史一Ｂ       

 

白Ｏ楨        黃Ｏ霓        李Ｏ文        施Ｏ盈        吳Ｏ霖                 

409030482     408030210     409050340     408731114     408350329     408510575      

歷史一Ｂ      歷史二Ａ      大傳一        教科二Ａ      機械系精密二  水環系環工二   

 

林Ｏ萁        李Ｏ臻        林Ｏ庭        吳Ｏ凡        蕭Ｏ秀        夏Ｏ辰         

409080693     409080206     409080560     409080982     407731032     4080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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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Ｏ揚        許Ｏ秀        蔡 Ｏ        彭Ｏ葳        李Ｏ頤        陳Ｏ安         

409090601     409096038     407090538     409110193     409110482     409110789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三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許Ｏ茜        林Ｏ嫻        林Ｏ騰        江Ｏ軒        吳Ｏ軒        陳Ｏ妘         

408110384     408110954     409126546     408120227     408120284     408120904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Ｂ      西語一Ｂ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陳Ｏ君        何Ｏ婕        羅Ｏ君        葉Ｏ柔                吳Ｏ芯         

409127064     409130183     409130464     409136016     408540242     409620548      

西語二Ｂ      俄文一        俄文一        俄文一        產經二Ｂ      管科一Ｂ       

 

游Ｏ宇        李Ｏ綾        黃Ｏ瑋        黃Ｏ婷        蘇Ｏ允        李Ｏ雲         

409621009     409640157     408640034     409651766     409810230     408860681      

管科一Ｂ      公行一Ａ      公行二Ａ      統計一Ｂ      語言一        觀光二Ａ       

 

  １２、    英文系（日）         

            錄取 三十三名 

陳Ｏ俊        王Ｏ文        林Ｏ萱        李Ｏ憲        張Ｏ為        林Ｏ軒         

408011137     408010766     409017026     409030219     409031100     409037180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Ａ      歷史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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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Ｏ        黃Ｏ恩        蔣Ｏ鳳        謝Ｏ容        林Ｏ峰        黃Ｏ鵬         

408050085     408860459     408366036     407366045     409380960     409418224      

大傳二        教科二Ａ      建築二        建築三        土木一Ｂ      資工三Ａ       

 

吳Ｏ珆        吳Ｏ蓁        何Ｏ螢        劉Ｏ燕        張Ｏ淨        胡Ｏ喬         

409080412     409081071     408090016     409090080     409090221     409090379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德文一         

 

羅Ｏ斌        洪Ｏ維        陳Ｏ宇        唐Ｏ如        張 Ｏ        張Ｏ娟         

409100657     409101002     409120556     409121158     409120705     206110438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西語三Ａ       

 

李Ｏ瑋        黃Ｏ霽        歐Ｏ玲                                                   

409610929     409640611     408805439                                                

企管一Ｂ      公行一Ａ      外交二                                                   

 

黃Ｏ庭        張Ｏ梓        吳Ｏ儂        張Ｏ晴         蕭Ｏ文        李Ｏ洋        

607750113     607750071     709740038     609730121     609730154     609080022 

課程三碩士班  課程四碩士班  教科一數碩專  教科一碩士班  教科一碩士班  法文一碩士班 

 

  １３、    西語系（日）         

            錄取 十六名 

郭Ｏ眉        高Ｏ蘋        許Ｏ汶        黃 Ｏ        陳Ｏ潔        林Ｏ萱         

409030243     409030342     408030186     409080545     409090288     408090321      

歷史一Ｂ      歷史一Ｂ      歷史二Ｂ      法文一Ｂ      德文一        德文二         

 

王Ｏ翔        林Ｏ庭        吳Ｏ薰        張Ｏ潔        王Ｏ森        蕭Ｏ慶         

409101473     409130415     409130423     409610325     409540860     409540886      

日文一Ａ      俄文一        俄文一        企管一Ｂ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陳Ｏ雪        鄭Ｏ紋        彭Ｏ崴        許Ｏ安                                     

409596276     409596532     409630364     407570752                                  

國企系國商一  國企系國商二  資管一Ｃ      經濟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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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俄文系（日）         

            錄取 八名 

吳Ｏ靜        黃Ｏ惠        林Ｏ怡        馬Ｏ森        程Ｏ彥        楊Ｏ峻         

408011087     408016060     409730214     409090395     409097010     409101648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教科一Ａ      德文一        德文二        日文一Ａ       

 

顏Ｏ馨        呂Ｏ晴                                                                 

408120607     408570199                                                              

西語二Ｂ      會計二Ａ                                                               

 

  １５、    會計系（日）         

            錄取 四十名 

林Ｏ欽        林Ｏ賢        田Ｏ杰        官Ｏ慶        吳Ｏ哲        羅Ｏ庭         

408011194     409030029     409030466     409031092     409400909     409087151      

中文二Ａ      歷史一Ｂ      歷史一Ｂ      歷史一Ｂ      化材一Ｂ      法文二Ａ       

 

周Ｏ玢        李Ｏ柔        吳Ｏ儀        黃Ｏ祥        徐Ｏ瑄        張Ｏ雯         

408080660     409090478     409090593     409100590     409101077     409101044      

法文二Ｂ      德文一        德文一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蔡Ｏ彤        孫Ｏ慈        唐Ｏ如        徐Ｏ莉        高Ｏ瑄        周Ｏ妏         

409110888     408110749     409120028     409120309     206110388     409530317      

英文一Ａ      英文二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四Ｂ      財金一Ａ       

 

王Ｏ茜        劉Ｏ妤        王Ｏ瑜        劉Ｏ秀        彭Ｏ旻        曾Ｏ娸         

409530879     409530895     409530911     409531018     409530127     409530226      

財金一Ａ      財金一Ａ      財金一Ａ      財金一Ａ      財金一Ｂ      財金一Ｂ       

 

劉Ｏ君        徐Ｏ瑜        洪Ｏ庭        呂Ｏ楨                陳Ｏ慧         

409610754     409610242     409610366     409610887     409610945     409611109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黃Ｏ禎        彭Ｏ婷        李 Ｏ        陳Ｏ彥        林Ｏ麒        葉Ｏ昜         

409611166     409540233     409540449     409620746     408660073     409680443      

企管一Ｂ      產經一Ａ      產經一Ｂ      管科一Ｂ      運管二Ａ      全財管學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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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Ｏ緯        陳Ｏ玄        陳Ｏ銘        黃Ｏ慈                                     

409570289     409570347     409570826     408571254                                  

經濟一Ａ      經濟一Ａ      經濟一Ａ      經濟二Ｂ                                  

  

  １６、    財金系（日）         

            錄取 一百一十一名 

劉Ｏ甄        曾Ｏ雅        黃Ｏ晴        蔡Ｏ岡        黃Ｏ恩        鄭Ｏ臻         

409000733     409000899     407000826     409030276     409030201     409030854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三Ｂ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Ｂ      歷史一Ｂ       

 

李Ｏ硯        陳Ｏ聖        王Ｏ蓁        謝Ｏ婕                陳Ｏ妘         

409030979     408030913     409040614     409730255     409730594     409730610      

歷史一Ｂ      歷史二Ａ      資傳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周Ｏ誼        郭Ｏ晴        陳Ｏ云        張Ｏ恩        黃Ｏ嘉        劉Ｏ育         

409730735     408731056     407730703     409380374     408381142     409380044      

教科一Ａ      教科二Ａ      教科三Ｂ      土木一Ａ      土木一Ｂ      土木一Ｂ       

 

林Ｏ佑        謝Ｏ涵        陳Ｏ瑜        羅Ｏ瑜        陳Ｏ玫        吳Ｏ葳         

409480034     409080396     409080594     409080024     409080065     409080123      

水環水資源一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劉Ｏ婕        陳Ｏ璇        胡Ｏ庭        李Ｏ峻        林Ｏ暄        董Ｏ婕         

409080685     409081006     407860567     409090171     409090510     409100780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三Ｂ      德文一        德文一        日文一Ｃ       

 

黃Ｏ涵        鍾Ｏ妮        高Ｏ慈        李Ｏ妤        高Ｏ淇        范Ｏ慈         

409100863     409100947     408100492     409110045     409110169     40911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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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Ｏ諭        林Ｏ宇        江Ｏ睿        駱Ｏ綸        賴Ｏ君        林Ｏ威         

409110268     409110953     409110094     409110458     409110516     4088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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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Ｏ慧        楊Ｏ文        林Ｏ駿        曾Ｏ婷        羅Ｏ軒        梁 Ｏ         

409117081     409118014     409121190     409120044     409120085     409120325      

英文二Ｂ      英文三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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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Ｏ萱        郭Ｏ瑜        劉Ｏ婧        劉Ｏ瑄        吳Ｏ容        黃Ｏ彤         

409120341     409121125     409121141     409127056     408120821     40812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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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Ｏ婕        陳Ｏ茜        黃Ｏ皓        賴Ｏ羽        詹 Ｏ        古Ｏ玄         

409127122     408127065     409130142     409130498     409137022     409600169      

西語二Ｂ      西語三Ｂ      俄文一        俄文一        俄文二        會計一Ａ       

 

張Ｏ鈞        紀Ｏ馨        蕭Ｏ帆        吳Ｏ婷        羅Ｏ侖        歐Ｏ槿         

409600284     409601241     408601549     409610358     409610069     409610085      

會計一Ａ      會計一Ａ      會計二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李Ｏ含        蘇Ｏ以        張Ｏ翎        蔡Ｏ彤        謝Ｏ芸        黃Ｏ睿         

409610101     409610184     409610309     409610903     408610011     408730579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Ａ       

 

林Ｏ瑜        唐Ｏ庭        詹Ｏ萱        林Ｏ宇        方Ｏ筑        張Ｏ琳         

409540050     409540175     409540217     409540753     409540779     40954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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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Ｏ閔        蘇Ｏ友        廖Ｏ馜        李Ｏ淳        張Ｏ琦        楊Ｏ臻         

409540407     409540589     409540746     409540928     409550299     408550498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二   

 

李Ｏ儀        許Ｏ雲        向Ｏ平        林Ｏ欣        許Ｏ祥        林Ｏ蓁         

408550506     409620035     409620118     408620556     406220425     409630034      

國企系經管二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管科二Ａ      管科四Ｂ      資管一Ｃ       

 

呂Ｏ萱        林Ｏ銹        俞Ｏ岑        高Ｏ宜        謝Ｏ珂        陳Ｏ鈺         

409630547     409630695     409631594     408630951     408560893     40956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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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Ｏ榕        李Ｏ蓁        謝Ｏ文        楊Ｏ嬋        黃Ｏ瑄        盧Ｏ妤         

408640885     409651121     409651402     408651254     408650025     408651775      

公行二Ｂ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Ｂ      統計二Ａ      統計二Ｂ      統計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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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Ｏ瑛        郭Ｏ萱        黃Ｏ儀        陳Ｏ宇        黃Ｏ嘉        李Ｏ陞         

409660379     409660775     409660387     408661071     409570040     409570701      

運管一Ａ      運管一Ａ      運管一Ｂ      運管二Ａ      經濟一Ａ      經濟一Ａ       

 

羅Ｏ珊        陳Ｏ吟        林Ｏ涵                                                   

409570511     405820308     407190205                                                

經濟一Ｃ      政經三        數學系數學二                                             

 

  １７、    企管系（日）         

            錄取 二十九名 

曹Ｏ華        池Ｏ偉        王Ｏ彥        冼Ｏ澤        鄭Ｏ婕        莊Ｏ郁         

409010229     409030680     409030961     407036051     409731055     409730685      

中文一Ｂ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Ａ      歷史三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Ｂ       

 

曾Ｏ穎        葉Ｏ珊        何Ｏ婷        朱Ｏ庭        簡Ｏ恩        趙 Ｏ         

409510475     409086070     409080941     409090189     409090213     409101408      

水環系環工一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德文一        德文一        日文一Ａ       

 

李Ｏ澒        詹Ｏ巧        倪Ｏ豪        劉Ｏ孜        朱Ｏ嫻        莊Ｏ昂         

409101531     409101598     409101754     409100046     408101359     408100476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Ｃ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Ｂ       

 

李Ｏ穎        鄭Ｏ文        蕭Ｏ誠        何Ｏ穎        羅Ｏ馨        林Ｏ安         

409111027     408810470     408860350     409117149     407110781     40912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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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Ｏ琪        楊Ｏ戰        黃Ｏ萱        周Ｏ靜        葉Ｏ嫻                       

409120127     408120920     409127049     409130522     408860699                    

西語一Ｂ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俄文一        觀光二Ａ                     

 

  １８、    產經系（日）         

            錄取 一名 

羅Ｏ光                                                                               

409685020                                                                            

全財管學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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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國企系經貿管理組     

            錄取 三十四名 

張Ｏ軒        高Ｏ芯        游Ｏ瑩        劉Ｏ慈        謝Ｏ凡                 

409000774     409730347     409080032     409080073     409081030     409080081      

資圖一Ａ      教科一Ｂ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林Ｏ欣        蕭Ｏ蓉        陳Ｏ涵        古Ｏ心        簡Ｏ娟        盧 Ｏ         

409080107     409080149     409080164     409080263     408081171     40909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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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Ｏ莉        賴Ｏ慈        陳Ｏ誼        崔Ｏ可        張Ｏ瑜        蘇Ｏ瑩         

409090148     409100137     409100277     409100871     409100764     40910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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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Ｏ民                黃Ｏ雅        陳Ｏ翎        楊Ｏ諭        劉Ｏ瑜         

407100881     409110383     409110417     409120010     409120093     4091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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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Ｏ丞        林Ｏ珊        李Ｏ琳        曾Ｏ瑄        朱Ｏ綸        吳Ｏ周         

409120531     409120184     409120523     409120903     409120945     40912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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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Ｏ        陳Ｏ蕓        黃Ｏ榕        江Ｏ儒                                     

409130126     409130225     409610036     409631297                                  

俄文一        俄文一        企管一Ａ      資管一Ｃ                                   

 

  ２０、    管科系（日）         

            錄取 六名 

陳Ｏ庭        林Ｏ敏        陳Ｏ盈        楊Ｏ恒        王Ｏ慶        賴Ｏ怡         

409081139     409090049     409090320     409111001     409558219     409621033      

法文一Ａ      德文一        德文一        英文一Ａ      國企系經管三  管科一Ａ       

 

  ２１、    資管系（日）         

            錄取 二十七名 

田Ｏ禎        徐Ｏ群        林Ｏ旺        林Ｏ弘        張Ｏ予        張Ｏ璇         

409000329     409007076     409030193     409030748     409730370     409730123      

資圖一Ｂ      資圖二Ａ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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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Ｏ綺        謝Ｏ軒        王Ｏ荏        呂Ｏ嘉        雷Ｏ怡        陳Ｏ瑜         

409730768     409080917     409081121     409090338     409106308     408107075      

教科一Ｂ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德文一        日文一Ｃ      日文三Ａ       

 

林Ｏ愉        郭Ｏ妍        王Ｏ婕        黃Ｏ蓁        劉Ｏ威        徐Ｏ駿         

409121182     408600384     408571148     408601440     409530358     409530564      

西語一Ｂ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Ｃ      會計二Ｃ      財金一Ａ      財金一Ｂ       

 

林Ｏ翰        陳Ｏ瑜        楊Ｏ旭        楊Ｏ諭        陳Ｏ恩        林Ｏ芸         

409531026     409531125     409540902     407540466     409560991     409650438      

財金一Ｂ      財金一Ｂ      產經一Ｂ      產經三Ｂ      風保一Ａ      統計一Ａ       

 

林Ｏ璇        李Ｏ絹        吳Ｏ芸                                                   

409650552     409651576     409800025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Ａ      外交一                                                   

 

  ２２、    風保系（日）               

            錄取 四名 

龔Ｏ承        劉Ｏ辰        李Ｏ綸        詹Ｏ順                                     

408090248     409100475     406101294     409540209                                  

德文二        日文一Ｂ      日文四Ａ      產經一Ｂ                                   

 

  ２３、    公行系（日）         

            錄取 三十一名 

楊 Ｏ        蔡Ｏ儒        楊Ｏ瑜        柳Ｏ婕        張Ｏ維        張Ｏ嘉         

409000998     409010302     409030037     409030136     409030615     40903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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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Ｏ萱        蔡Ｏ成        黃Ｏ聖        徐Ｏ凌        吳Ｏ嵐        王Ｏ茵         

409030805     409030847     409036554     409030938     409036042     40803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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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Ｏ懿        簡 Ｏ        張Ｏ易        林Ｏ倫        李Ｏ安        王Ｏ霓         

409037206     409040812     409730651     409730040     409730446     406730076      

歷史二Ｂ      資傳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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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Ｏ安        許Ｏ芹        林Ｏ羽        范Ｏ哲        莊Ｏ如        李Ｏ潔         

409480323     409090551     408090099     407090454     409100806     409101200      

水環水資源一  德文一        德文二        德文三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張Ｏ怡        王Ｏ慧        蔡Ｏ臻        葉Ｏ芸        呂Ｏ宗                       

409101226     408810421     409130035     409130514     408571353                    

日文一Ｃ      英文二Ｃ      俄文一        俄文一        經濟二Ｃ                     

 

周Ｏ暘         蕭Ｏ羽 

709750128      609750079 

課程一碩專班   課程二碩士班 

 

  ２４、    統計系（日）         

            錄取 一名 

陳Ｏ豪                                                                               

409530671                                                                            

財金一Ａ                                                                             

 

  ２５、    運管系（日）         

            錄取 九名 

陳Ｏ萁        王Ｏ元        徐Ｏ瑗        江Ｏ明        楊Ｏ晴        莊Ｏ漩         

408000825     409030375     409030433     409056164     409081089     409100178      

資圖二Ｂ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Ａ      大傳一        法文一Ｂ      日文一Ｂ       

 

邱Ｏ霆        江Ｏ辰        黃Ｏ榕                                                   

409110979     409550513     408570140                                                

英文一Ａ      國企系經管一  經濟二Ｂ                                                 

 

  ２６、    經濟系（日）         

            錄取 十四名 

魏Ｏ芬        郭Ｏ維        邱Ｏ容        郭Ｏ佳        黃Ｏ晴        楊Ｏ勳         

409030763     409030128     409040796     408050341     409730677     409400578      

歷史一Ａ      歷史一Ｂ      資傳一Ａ      大傳二        教科一Ａ      化材一Ａ       

 

黃Ｏ翰        李Ｏ儒        盧Ｏ恬        李Ｏ穎        卓Ｏ唯        許Ｏ文         

409401105     409090023     409100319     409101127     409127114     408130325      

化材一Ｂ      德文一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西語二Ａ      俄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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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Ｏ緯        吳Ｏ勳                                                                 

409560140     409640959                                                              

風保一Ｂ      公行一Ａ                                                               

 

  ２７、    外交系（日）         

            錄取 八名 

李Ｏ霖        劉Ｏ伶        周Ｏ樺        陳Ｏ伊        劉Ｏ帆        黃Ｏ盛         

409110367     407126548     409130175     409130274     409130357     407536050      

英文一Ｃ      西語二Ｂ      俄文一        俄文一        俄文一        財金三Ａ       

 

黃Ｏ郎        陳Ｏ威                                                                 

407536043     407685188                                                              

財金三Ｂ      全財管學程三                                                           

 

  ２８、    化學系材化組（日）     

            錄取 一名 

陳Ｏ諼                                                                               

407400208                                                                            

化材三Ｂ                                                                             

 

  ２９、    化學系生化組（日）     

             錄取 一名 

 

陳Ｏ睿 

610750035 

課程一碩士班 

 

  ３０、    數學系數學組（日）     

             錄取 一名 

游Ｏ筠                                                                               

409730727                                                                            

教科一Ｂ                                                                             

 

  ３１、    數學系資統組（日）     

            錄取 一名 

胡Ｏ華                                                                               

409220091                                                                            

物理系應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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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管科系企經碩士班     

              錄取 一名 

陳Ｏ維 

609110076 

英文一碩士班 

 

 

 

 

 

教務長     林俊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