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系所： 學號 姓名：
一、三班 工程科技博士班 0515914 蔡O娃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07105109 廖O傑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07105127 黃O婷
一、三班 機電系 C107105128 吳O顯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07105129 楊O儒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07105150 陳O昇
一、三班 電子工程系 C107112188 柳O廷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7113124 李O璇
一、三班 財務管理系 C107126114 蕭O美
一、三班 應用日語系 C107134217 許O忻
一、三班 應用德語系 C107135122 江O純
一、三班 人力資源發展系 C107164104 郭O敏
一、三班 應英系應外組 C107166105 吳O瑄
一、三班 應英系應外組 C107166109 黃O筠
一、三班 應英系應外組 C107166114 黃O淳
一、三班 應用英語系 C107166208 黃O芹
一、三班 營建工程係 C108106102 郭O慈
一、三班 營建工程系 C108106104 陳O亦
一、三班 營建工程系 C108106110 陳O修
一、三班 營建工程系 C108106113 陳O豪
一、三班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C108107129 范O瑜
一、三班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C108110121 李O全
一、三班 電通系 C108110152 鄭O君
一、三班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C108110231 曾O翔
一、三班 電子系 C108112184 張O瑜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8113101 林O瑄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8113109 湯O儀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8113127 劉O潔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8113131 莊O萩
一、三班 財務管理系 C108126117 許O甄
一、三班 財務管理 C108126147 林O妤
一、三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C108130102 巫O霆
一、三班 財政稅務系 C108162126 胡O安
一、三班 財政稅務系 C108162129 黃O容
一、三班 財政稅務系 C108162137 王O元
一、三班 財政稅務系 C108162161 陳O宏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09104281 郭O欣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09105157 蔡O偉

110-2 多益加強班(第一校區) 錄取名單



班別： 系所： 學號 姓名：
110-2 多益加強班(第一校區) 錄取名單

一、三班 機電系 C109105160 賴O達
一、三班 營建工程 C109106164 許O偉
一、三班 電通系 C109110218 陳O桀
一、三班 電腦通訊工程系 C109110230 邱O菖
一、三班 電子工程系 C109112119 黃O祐
一、三班 財務管理系 C109126104 陳O妍
一、三班 財務管理系 C109126106 蔣O羽
一、三班 財務管理系 C109126111 朱O萱
一、三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C109130111 王O茹
一、三班 應用日語系 C109134222 林O琪
一、三班 應用日語系 C109134235 吳O儀
一、三班 應用德文系 C109135105 吳O璇
一、三班 金融資訊系 C109161104 陳O光
一、三班 財政稅務系 C109162146 陳O怡
一、三班 金融資訊 c109179140 羅O祐
一、三班 運籌管理 C109190114 劉O柔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9190141 鄭O廷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10104259 楊O學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C110105134 洪O駿
一、三班 機電工程系 C110105141 施O妡
一、三班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C110110147 詹O杰
一、三班 電子工程系 C110112125 曹O雄
一、三班 電子工程系 C110112171 吳O穎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10113202 陳O諠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10113211 劉O雯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10113213 劉O妤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10113227 李O嫻
一、三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10113246 陳O緯
一、三班 運籌管理系 C110115150 王O媞
一、三班 運籌系 C110115205 蔣O婷
一、三班 資訊管理系 C110118133 林O婷
一、三班 資管系 C110118218 林O螢
一、三班 應用日語系 C110134122 宋O榛
一、三班 應用日語系 C110134132 周O岑
一、三班 應用日語 C110134141 羅O妤
一、三班 應用德語系 C110135142 張O葶
一、三班 智慧系統技優專班 C110137123 邱O華
一、三班 企管系 C110157146 郭O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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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班 資訊財務碩士學位學程 F109120103 李O緯
一、三班 人資所 F109164110 張O俞辰
一、三班 行銷流通管理 F110113115 張O齊
一、三班 運籌管理系 F110115106 陳O竹
一、三班 資管系 F110119125 伍O佳
一、三班 國際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F110121102 嚴O宜
一、三班 工程科技博士班 I108109107 童O盛
一、三班 電子工程系 第一校區 J110212105 官O安
二、四班 工學院博士班環安組 0015914 羅O馨
二、四班 行銷管理 0428910 詹O惠
二、四班 應用德語系 13200538 張O偉
二、四班 應外系英語專業溝通與教學科技 1104366114 吳O昌
二、四班 應用英語系 B110133343 陳O熏
二、四班 營建工程系 C107106151 張O洛
二、四班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C107110119 黃O仁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7113116 孫O璽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07113254 謝O辰
二、四班 運籌管理系 C107115117 洪O芊
二、四班 運籌管理 C107115135 陳O妤
二、四班 金融系 C107125130 周O倫
二、四班 金融系 C107125154 鄭O芳
二、四班 金融系 C107125212 許O豪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07134204 徐O賀
二、四班 應日系 C107134205 張O捷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07134224 馮O涵
二、四班 國際企業系 C107159119 張O旋
二、四班 人力資源發展系 C107164135 吳O成
二、四班 資管系 C107181103 何O
二、四班 營建工程系 C108106217 楊O昀
二、四班 營建工程系 C108106230 彭O鈞
二、四班 營建工程系 C108106232 黃O珪
二、四班 營建工程系 C108106283 許O瑄
二、四班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C108107203 朱O戎
二、四班 電通系 C108110202 傅O傑
二、四班 電通 C108110204 陳O廣
二、四班 電通系 C108110207 林O致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8113125 楊O翔
二、四班 運籌管理系 C10811524 蔣O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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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班 金融系 C108125110 陳O昕
二、四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C108130144 董O甫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08134207 廖O瑄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08134241 陳O萱
二、四班 人力資源發展系 C108164160 李O螢
二、四班 人力資源發展系 C108164166 許O堯
二、四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C108191153 廖O翔
二、四班 電子工程系 C109112130 楊O宇
二、四班 電子工程系 C109112140 沈O全
二、四班 電子工程系 C109112174 李O誠
二、四班 電子工程學系 C109112186 詹O茗
二、四班 電子二甲 C109112188 張O騰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9113118 周O榆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9113205 林O蒨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09113222 鍾O瑄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 C109113239 吳O臻
二、四班 資管系 C109118128 林O範
二、四班 金融系 C109125132 高O欣
二、四班 會計資訊 C109129105 羅O欣
二、四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係 C109130114 許O寧
二、四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C109130135 李O慈
二、四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係 C109130151 李O芳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09134129 黃O瑜
二、四班 航運管理系 C109189203 唐O婷
二、四班 機電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C110104214 葉O豪
二、四班 機電工程系 C110104222 張O誠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 c110113132 呂O穎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10113135 林O真
二、四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C110113205 謝O茹
二、四班 運籌管理系 C110115106 王O興
二、四班 運籌管理系 C110115126 林O淳
二、四班 運籌管理系 C110115208 郭O豪
二、四班 運籌管理系 C110115235 李O凱
二、四班 資訊管理系 C110118210 黃O輝
二、四班 金融系 C110125201 陳O君
二、四班 金融系 C110125234 陳O蓉
二、四班 金融系 C110125237 陳O豫
二、四班 財務管理系 C110126101 李O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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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班 財務管理系 C110126103 許O榕
二、四班 財務管理 C110126129 陳O樺
二、四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C110130125 李O昀
二、四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C110130130 鄒O雯
二、四班 應用英語系 C110133232 林O萱
二、四班 應用日文系 C110134120 陳O富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10134234 李O瑛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10134241 張O芳
二、四班 應用日語系 C110134244 謝O蓁
二、四班 應用德語系 C110135104 陳O琇
二、四班 應用德語系 C110135139 劉O妤
二、四班 工業設計系 F109101107 江O汝
二、四班 資訊管理系 f109119121 路O叡
二、四班 行銷所 F110113129 李O萱
二、四班 資訊管理電子商務碩士班 F110119117 謝O蓓
二、四班 會計資訊系 F110129101 蔡O伶
二、四班 會計資訊系 F110129110 彭O銘
二、四班 會計資訊系 F110129116 洪O澧
二、四班 會計資訊系 F110129120 蕭O富
二、四班 應日系 F110134105 廖O賢
二、四班 應用日文學系 F110134110 王O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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