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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20 日 

教鄭字第 1060000226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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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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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名 

梁嘉芸        林子瑋                                                                 

405010934     405030106                                                              

中文一Ｂ      歷史一Ｂ                                                               

 

  ２、      中文系（日）         

            錄取 三名 

劉子瑜        吳雨霏        陳鳳怜                                                   

405730903     405084046     403090235                                                

教科一Ｂ      法文一Ｂ      德文三                                                   

 

  ３、      教科系（日）         

            錄取 二名 

林茜儀        賴虹宇                                                                 

405010744     203010177                                                              

中文一Ａ      中文三Ａ                                                               

 

  ４、      資工系（日）         

            錄取 七名 

譚茜云        周昱全        賓浩宇        柯紀業        陳冠廷        游 謙         

404031519     405380287     405380444     404104019     405620203     405620302      

歷史二Ａ      土木工設一Ｂ  土木工設一Ｂ  日文二Ａ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苗廷崢                                                                               

405850313                                                                            

資創系軟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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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電機系電資（日）     

            錄取 一名 

林 斳                                                                               

405411462                                                                            

資工一Ｂ                                                                             

 

  ６、      法文系（日）         

            錄取 二十一名 

林孝旻        陳 露        歐陽子洵      李羿璇        王 婕        李宥萱         

405000240     405004028     405010462     405010488     405011098     204010739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進學班二   

 

林毅樺        周浩豐        張一諾        江玟昕        曹綺琳        舒薇真         

405036053     405036095     405734012     403730319     405096099     405100370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二Ａ      德文一        日文一Ｂ       

 

周宜臻        朱芩希        葉家豪        陳羿吟        何倢        謝睿恩         

404110107     403110504     405120857     405120105     405130369     40513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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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文馨        李涵璵        謝沅佑                                                   

405620062     405654079     404661232                                                

管科一Ｂ      統計一Ａ      運管二Ａ                                                 

 

  ７、      德文系（日）         

            錄取 五名 

鄭和儒        林印真        羅唯云        王雪君        蔡欣諭                       

405107102     405120899     405606525     404601345     404551938                    

日文二Ａ      西語一Ａ      會計一Ｂ      會計二Ｂ      國企系經管二                 

 

  ８、      日文系（日）         

            錄取 六名 

陳如意        莊宛鈺        陳從心        朱宣愷        張梓琳        侯自軒         

405000091     405010124     404011180     405030692     405111062     404612102      

資圖一Ａ      中文一Ｂ      中文二Ｂ      歷史一Ａ      英文一Ａ      企管二Ｂ       

 

  ９、      英文系（日）         

            錄取 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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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杳遠        葉 耘        吳月琴        吳雨霏        徐翊甄        葉家豪         

404014010     405040931     405081141     405084046     404091117     405120857      

中文二Ａ      資傳一Ａ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德文二        西語一Ａ       

 

徐珮榕        蘇保存        康家慈        沈燦若        莊雅雯        林易辰         

404541855     404556028     405560144     405654012     405654046     404652264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保險一Ｂ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Ａ      統計二Ｃ       

 

  １０、    西語系（日）         

            錄取 二十二名 

林孝旻        吳 雙        張禾靜        金書宏        賴佩瑜        楊 以         

405000240     405014019     405030916     405030122     404731860     405084053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教科二Ｂ      法文一Ａ       

 

陳梓瑄        辜姿穎        朱譽禎        黃任佑        王成瑋        謝文彬         

405080895     405080903     405100982     402100779     405110247     404111865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日文一Ｃ      日文四Ｃ      英文一Ｃ      英文二Ｃ       

 

謝睿恩        鄒之皓        羅唯云        葛君如        邱亭瑋        陳冠如         

405130468     405800250     405606525     405540104     405590364     405620088      

俄文一        外交與國際一  會計一Ｂ      產經一Ｂ      國企系國商一  管科一Ｂ       

 

舒昱        黃雅琪        謝沅佑        韓若琳                                     

405624023     405660092     404661232     405574079                                  

管科一Ｂ      運管一Ａ      運管二Ａ      經濟一Ａ                                   

 

  １１、    俄文系（日）         

            錄取 八名 

林孝旻        莊宛鈺        王 婕        彭敏捷        蘇于涵        許雅涵         

405000240     405010124     405011098     405081133     405081174     405100180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日文一Ｃ       

 

簡逸豪        蘇筱淳                                                                 

405108126     405631622                                                              

日文三Ｃ      資管一Ｃ                                                               

 

  １２、    外交與國際系（日）     

            錄取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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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雲天                                                                               

405090480                                                                            

德文一                                                                               

 

  １３、    會計系（日）         

            錄取 二十一名 

葉霈苓        莊千慧        林鈺家        王鈞儀        鄭乃文        李京螢         

405000679     405010868     405031054     405030585     405050096     405080952      

資圖一Ａ      中文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大傳一        法文一Ｂ       

 

王恬堯        張容語        陳宜孜        陳安妮        林意絜        王 婷         

405110650     405110809     404121997     405616078     405540039     405547034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Ｂ      西語二Ａ      企管一Ａ      產經一Ａ      產經二Ａ       

 

廖怡雯        錢家祥        莊鈺翎        謝詠薇        何俊逸        鄭威弘         

405620484     404622002     405631366     405651356     405570028     405570952      

管科一Ｂ      管科二Ｂ      資管一Ａ      統計一Ｃ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Ｂ       

 

吳沂        陳力楷        王 嬌                                                   

405574111     405571505     405574038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１４、    財金系（日）         

            錄取 二十三名 

王瀟涵        陳冠燁        陳芝孟        王鈞儀        江真萱        朱嬿蓉         

405014027     405030494     405030932     405030585     405380261     405090035      

中文一Ｂ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土木工設一Ｂ  德文一         

 

潘姵辰        葉家瑜        陳希        常冠英        武夢溪        周家蓁         

405108050     405120154     405121152     405120329     404604034     405540559      

日文三Ｂ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會計二Ａ      產經一Ａ       

 

嚴聞        陳毅        陳冠廷        楊宜蓁        高若暘        江瑜瑄         

405620252     405620955     405620203     405630046     405634022     405640037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Ｂ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Ｂ      公行一Ａ       

林翌旂        呂雅容        呂楚禾        賴弈廷        江馨怡                       

405640573     405640656     405646513     405651539     405654038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統計一Ｃ      統計一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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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企管系（日）         

            錄取 十四名 

林鈺家        李婉瑜        黃千芳        張立姍        黃佳慧        林韋丞         

405031054     405730028     405730689     405730747     405440529     405087031      

歷史一Ａ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電機系電資一  法文二Ａ       

 

朱嬿蓉        陳于婕        黃苑怡        黃天藍        李亭儀        常冠英         

405090035     405090225     405106252     403110538     405121079     4051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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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宇淇        崔筱菁                                                                 

405121103     404124033                                                              

西語一Ｂ      西語二Ａ                                                               

 

  １６、    產經系（日）         

            錄取 五名 

洪瑛鎂        陳冠燁        陳芝孟        魏芝伶        羅琇懷                       

405000984     405030494     405030932     405030148     40503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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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錄取 四十六名 

趙貞涵        林奕緹        林祐安        洪瑛鎂        賈儒雯        陳芝孟         

405000018     405000356     405000935     405000984     405011189     40503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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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思辰        李婉瑜        張立姍        林映岑        陳欣澄        鄭涵         

405040972     405730028     405730747     405730861     405731026     403730731      

資傳一Ａ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三Ａ       

 

陳 瑜        李奕萱        李京螢        陳瀅家        張雪兒        朱嬿蓉         

405084038     404081753     405080952     405081109     405084020     40509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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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于婕        吳宜靜        林晏慈        潘姵辰        陳蓁琪        陳琪方         

405090225     404091067     405100990     405108050     405110163     405110585      

德文一        德文二        日文一Ｂ      日文三Ｂ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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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萱        朱芩希        劉嘉妤        潘 強        王治琪        潘鈺涵         

404111410     403110504     405120170     405124016     405124032     4051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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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冠英        陳玟卉        柯宇淇        印妤瑤        廖郁諠        周宜臻         

405120329     405121087     405121103     405124024     405130021     405530063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俄文一        財金一Ｂ       

 

郭佳禎        孫治翔        王晨思        張 燁        林芷萱        顏伶芷         

405611111     405610303     405624015     405564013     405640078     405640110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管科一Ａ      保險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呂雅容        李芷彤        呂楚禾        碧 雅                                     

405640656     405640813     405646513     404825126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政經三                                     

 

  １８、    管科系（日）         

            錄取 一名 

林鈺家                                                                               

405031054                                                                            

歷史一Ａ                                                                             

 

  １９、    保險系（日）         

            錄取 三名 

潘姵辰        謝林汐        黃耀德                                                   

405108050     404654013     405160234                                                

日文三Ｂ      統計二Ａ      化學系生化一                                             

 

  ２０、    資管系（日）         

            錄取 九名 

林奕緹        李銘軒        林鈺家        譚茜云        賴玟臻        陳佳萱         

405000356     405000422     405031054     404031519     405080630     405540849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歷史一Ａ      歷史二Ａ      法文一Ｂ      產經一Ｂ       

 

曾敬德        黃文萱        吳斯蓓                                                   

405540864     405620658     405680033                                                

產經一Ｂ      管科一Ａ      全財管學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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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公行系（日）         

            錄取 六名 

蔡昀霖        陳可惠        陳映方        高梓庭        張嘉琳        黃苑怡         

405038018     404732033     405480079     405080119     405080556     405106252      

歷史三Ａ      教科二Ａ      水環水資源一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Ａ      日文一Ａ       

 

  ２２、    統計系（日）         

            錄取 三名 

陳安妮        趙育萱        雷 茜                                                   

405616078     405660894     405574053                                                

企管一Ａ      運管一Ａ      經濟一Ｂ                                                 

 

  ２３、    經濟系（日）         

            錄取 五名 

林祐安        吳杳遠        劉嘉妤        詹友瑄        李芷彤                       

405000935     404014010     405120170     405640599     405640813                    

資圖一Ａ      中文二Ａ      西語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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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各學系進修學士班無核准雙主修名單 

 

 

教務長     鄭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