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姓名 應考號碼 系所組別 學號

吳O瑢 1001920001 中國文學系三年級508010587

高O鈞 100G920001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041782

周O儀 100G920005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041794

陳O媞 100G920003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041809

曹O詩 100G920004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042774

周O玲 100G920002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042786

張O樂 100G920006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042798

何O琳 1020920001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61809

黃O喬 1020920006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61811

李O亮 1020920003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62748

吳O萱 1020920005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62774

薛O瑄 1020920004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62798

游O雅 1020920002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62803

林O茗 1024920002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71622

廖O綺 1024920001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71646

蔡O成 1024920003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508072640

許O優 1057920001 餐旅管理學系三年級508090678

黃O儀 1065920001 經濟學系三年級508100722

黃O晴 1065920003 經濟學系三年級508100760

林O卉 1065920005 經濟學系三年級508100813

徐O峻 1065920002 經濟學系三年級508100825

蘇O臻 1065920004 經濟學系三年級508100837

何O嘉 1066920007 法律學系三年級508110703

曹O 1066920001 法律學系三年級508110715

陳O諭 100H920006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40708

吳O叡 100H920003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40734

胡O綸 100H920004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40746

李O崧 100H920001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40758

劉O霖 100I920008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1836

黃O銘 100I920006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1850

洪O哲 100I920010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1862

陳O伶 100I920011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1874

曹O庭 100I920001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1886

王O宸 100I920012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1898

曾O嫺 100I920004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2804

吳O臻 100I920009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2816

陳O維 100I920007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2878

成O妤 100I920003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2880

陳O汶 100I920005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52892

王O怡 101D920001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80538

蘇O寬 101D920002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80540

陳O媞 101D920003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80617

楊O敏 101E920001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508190507

劉O宏 1001910004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467

王O楣 1001910005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479

吳O柔 1001910002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481

黃O露 1001910007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493

陳O伃 1001910006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508

蔡O竹 1001910003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510

劉O凡 1001910008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522



范O娟 1001910001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509010534

劉O慈 1002910008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591

陳O純 1002910007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06

呂O喆 1002910002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18

紀O隆 1002910001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20

羅O玲 1002910003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32

陳O若 1002910006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44

蔡O得 1002910009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56

邱O崴 1002910005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68

劉O岐 1002910004 歷史學系二年級509020670

張O柔 100G910027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1612

顏O宇 100G910002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1624

周O濠 100G910026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1636

黃O驛 100G910030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1648

尤O翎 100G910007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1650

温O維 100G910013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2616

王O涵 100G910005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2628

李O翔 100G910012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2630

呂O喆 100G910006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2642

郭O豪 100G910014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042654

施O屏 1020910023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583

盧O青 1020910020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595

李O毅 1020910028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00

沈O祈 1020910032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12

何O琳 1020910003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24

李O榕 1020910017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36

林O萱 1020910019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48

鄭O甄 1020910016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50

陳O鴻 1020910021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62

孫O翔 1020910014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74

周O蓉 1020910025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86

江O霖 1020910004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698

林O榆 1020910006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703

蔡O貞 1020910010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1715

游O 1020910013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575

吳O維 1020910007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587

周O柔 1020910012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599

謝O晞 1020910008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04

游O雅 1020910005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16

郭O安 1020910026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28

廖O均 1020910029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30

鄭O雄 1020910024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42

趙O妤 1020910018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54

陳O璇 1020910009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66

張O雅 1020910001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78

黃O彥 1020910030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80

傅O貽 1020910002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692

蕭O凡 1020910015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707

郭O羚 1020910011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62719

陳O維 1024910023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540

陳O文 1024910025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552



賴O宇 1024910027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564

楊O嘉 1024910021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576

趙O睿 1024910014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588

朱O緹 1024910002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590

鄧O廷 1024910013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605

謝O廷 1024910008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617

黃O麗 1024910016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629

陳O怡 1024910010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1631

王O凡 1024910001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532

徐O如 1024910026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544

馬O荏 1024910020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556

李O彤 1024910011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568

蔡O育 1024910006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570

徐O涵 1024910007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582

王O涵 1024910004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594

陳O廷 1024910003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609

張O彤 1024910005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611

彭O甄 1024910012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623

周O佳 1024910018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509072635

左O 1057910001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509090613

徐O君 1057910007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509090625

陳O佳 1057910002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509090637

李O霖 1057910004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509090649

任O儀 1057910006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509090651

藍O珈 1065910013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14

陳O諭 1065910001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26

陳O勤 1065910002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38

吳O維 1065910003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40

許O濠 1065910012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52

蔡O恩 1065910014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64

黃O愉 1065910010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76

黃O濬 1065910018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88

高O承 1065910005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690

羅O玲 1065910004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05

賴O韓 1065910006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17

陳O琳 1065910011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29

鍾O蓁 1065910016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31

鄭O庭 1065910017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43

陳O龍 1065910020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55

周O濠 1065910015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67

王O凱 1065910019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79

游O洋 1065910009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81

楊O脩 1065910008 經濟學系二年級509100793

蘇O博 1066910023 法律學系二年級509110578

蔡O諺 1066910001 法律學系二年級509110580

林O羽 1081910002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14

李O翔 1081910003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26

唐O涵 1081910012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38

林O綺 1081910027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40

白O竹 1081910006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52

蕭O芯 1081910028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64



范O嫺 1081910005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76

黃O諭 1081910014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88

李O遠 1081910016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690

廖O薇 1081910015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705

李O錚 1081910007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509120717

徐O 100H910010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14

許O濬 100H910008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26

陳O 100H910009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38

郭O誼 100H910005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40

黃O慈 100H910003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52

陳O蓁 100H910011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64

陳O歆 100H910014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76

洪O憫 100H910017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88

陳O妤 100H910006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690

劉O妤 100H910007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40705

陳O旭 100I910017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01

賴O卉 100I910024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13

黃O軒 100I910005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25

范O 100I910011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37

胡O堯 100I910002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49

程O義 100I910013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51

呂O臻 100I910006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63

李O 100I910034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75

羅O翔 100I910003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1687

謝O廷 100I910021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05

陳O熙 100I910015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17

林O峻 100I910020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29

施O瑄 100I910022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31

黃O玟 100I910008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43

趙O皓 100I910001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55

余O志 100I910019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67

彭O傑 100I910012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52679

謝O豐 100T910011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19

林O潔 100T910008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21

鄭O芳 100T910004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33

游O筑 100T910001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45

楊O智 100T910007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57

潘O廷 100T910009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69

高劉O弘 100T910010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71

李O儀 100T910006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83

蔡O樺 100T910002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695

游O諺 100T910005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70700

塗O軒 101D910001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80468

陳O嬌 101D910003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80470

林O慶 101E910008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16

李O瑄 101E910001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28

陳O筑 101E910005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30

樂O芸 101E910007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42

何O蓁 101E910004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54

蔡O瑄 101E910009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66

劉O璇 101E910011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78



莫O紘 101E910002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80

蔡O凌 101E910010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592

蔡O 101E910003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607

邱O婷 101E910006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190619

翁O耆 101F910002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00464

童O 101F910003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00476

蔡O霖 101G910008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469

黃O晴 101G910005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471

蔣O亘 101G910003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483

周O濠 101G910006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495

李O儀 101G910002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500

鐘O彥 101G910004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512

羅O翔 101G910001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524

謝O豐 101G910007 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10536

胡O方 101H910003 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20464

羅O翔 101H910001 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20476

彭O傑 101H910002 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509220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