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教務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6年 7月 6日  

   教鄭字第 1060000245 號 

主 旨：公告106學年度準大一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錄取修讀名單。 

依 據：依本校106學年度準大一新生暑期先修課程簡章辦理。 

公告事項： 

一、106學年度準大一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錄取修讀名單如后：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1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579 林○柔  

2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歷史一Ｂ 406030204 賴○雯  

3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Ｂ 406010180 陳○亦  

4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041 焦○玲   

5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017 張○茵   

6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397 王○謙   

7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074 何○薇   

8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Ｂ     406010040 陳○君   

9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傳一Ｂ     406040062 林○綺   

10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066 熊○瑜   

11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082 張○予   

12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Ｂ     406010248 楊○燕   

13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歷史一Ｂ     406030105 鍾○真   

14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歷史一Ａ     406030196 何○宇   

15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西語一Ｂ     406120104 王○賢   

16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歷史一Ａ     406030071 楊○巽   

17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傳一Ｂ     406040526 鄭○傑   

18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405 王○妤   

19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512 莊○凌   

20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629 陳○煌   

21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389 鄧○涵   

22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傳一Ｂ     406040369 許○玉   

23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678 邱○婷   

24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Ａ     406010156 王○涵   

25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傳一Ｂ     406040385 何○翰   

26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傳一Ｂ     406040104 林○鈺   

27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249 蕭○瑜   

28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日文一Ｂ     406100072 鄭○寶   

29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207 古○榕   

30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Ｂ     406010024 黃○雯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31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132 石○聿   

32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033 羅○沅   

33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603 黃○嘉   

34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Ｂ     406010107 陳○芊   

35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Ａ     406010172 謝○翰   

36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中文一Ｂ     406010081 林○廷   

37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561 蔡○軒   

38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歷史一Ｂ     406030089 陳○伶   

39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大傳一       406050061 楊○緹   

40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Ａ     406000710 郭○儀   

41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資圖一Ｂ     406000264 王○鈞   

以上序號 1～41號為「文化創意產業概論」錄取名單。   

1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生化一 406160027 邱○婷   

2 理學院 數學導論 物理系光電一 406210137 蕭○介   

3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材化一 406170018 葉○縈   

4 理學院 數學導論 資工一Ｂ     406410711 葉○綱   

5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數學一 406190115 方○琳   

6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資統一 406200039 楊○之   

7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尖端材料一   406230010 楊○瑜   

8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數學一 406190024 張○容   

9 理學院 數學導論 物理系應物一 406220029 陳○元   

10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資統一 406200054 林○軒   

11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數學一 406190057 蔡○涵   

12 理學院 數學導論 物理系光電一 406210129 黃○銘   

13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生化一 406160092 徐○涵   

14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資統一 406200195 甄○松   

15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生化一 406160019 李○逸   

16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尖端材料一   406230077 洪○徽   

17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材化一 406170042 詹○儒   

18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尖端材料一   406230093 李○儒   

19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數學一 406190180 蔡○陞   

20 理學院 數學導論 物理系應物一 406220151 傅○麒   

21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尖端材料一   406230127 呂○澂   

22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生化一 406160050 呂○文   

23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材化一 406170166 游○軒   

24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尖端材料一   406230085 邱○豪   

25 理學院 數學導論 物理系應物一 406220086 江○鴻   

26 理學院 數學導論 物理系應物一 406220011 曹 ○   

27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資統一 406200070 雷○賢   

28 理學院 數學導論 資管一Ｃ     406630755 吳○良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29 理學院 數學導論 數學系資統一 406200096 羅○辰   

30 理學院 數學導論 物理系應物一 406220060 劉○浤   

31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材化一 406170117 蔡○瑄   

32 理學院 數學導論 化學系材化一 406170109 郭○柔   

以上序號 1～32號為「數學導論」錄取名單。   

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建築一       406360304 翁○歆   

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404 蔡○維   

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035 陳○龍   

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059 林○頤   

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214 施○安   

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081 陳○宇   

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192 徐○詳   

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727 蔡○翔   

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547 劉○軒   

1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149 黃○德   

1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067 洪○祥   

1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242 劉○灝   

1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339 譚○誠   

1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331 巫○瑄   

1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792 盧 ○   

1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水資源一 406480151 熊○武   

1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098 張○典   

1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800 王○騰   

1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205 曾○傑   

2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024 莊○霆   

2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296 王 ○   

2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040 余○善   

2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016 楊○涵   

2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281 黃○哲   

2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光機一 406370089 陳○章   

2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016 蔡○晉   

2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040 林○証   

2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415 郭○樵   

2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083 楊○程   

3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光機一 406370220 曾○翔   

3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系營企一 406390244 李○仁   

3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057 賴○中   

3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028 葉○廷   

3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107 鍾○正   

3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系營企一 406390020 陳○廷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3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Ｂ     406400100 柯 ○   

3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297 陳○儒   

3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171 許○翔   

3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537 謝○潔   

4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472 蘇○婕   

4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498 張○捷   

4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080 呂○廷   

4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612 陳○萱   

4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075 鄭○緯   

4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487 吳○陞   

4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687 陳○均   

4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297 魏○軒   

4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420 曾○翔   

4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651 徐○毓   

5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143 胡○華   

5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水資源一 406480037 吳○緯   

5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141 謝○霖   

5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172 柳○儒   

5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155 沈○行   

5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光機一 406370287 張○瀚   

5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工設一Ｂ 406380161 黃○瑋   

5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239 賴○翔   

5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274 盧○錡   

5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光機一 406370345 金○晟   

6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Ｂ     406400225 陳○嘉   

6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217 施○益   

6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水資源一 406480334 何○儒   

6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019 黃○傑   

6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系營企一 406390178 呂○銘   

6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362 徐○瑜   

6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050 楊○蓉   

6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752 鄭○宣   

6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114 陳○湄   

6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水資源一 406480045 周○閔   

7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107 張○成   

7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503 張○恩   

7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155 蔡○儒   

7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數學系數學一 406190172 陳○勛   

7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125 游○慧   

7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216 蕭○芬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7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系營企一 406390210    

7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430 郭○豪   

7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357 胡○瑜   

7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024 林○軒   

8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174 丘○豪   

以上序號 1～80號為「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錄取名單。 

如有缺額，將依序通知候補 1～57號。 
  

候補 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系營企一 406390145 呂○育 俟缺額 

候補 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232 翁○橋 依序通 

候補 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163 吳 ○ 知遞補 

候補 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332 簡○展   

候補 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099 邱○郁   

候補 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234 朱○文   

候補 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064 陳○翔   

候補 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018 馬○漢   

候補 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221 許○豪   

候補 1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254 張○旗   

候補 1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150 朱○治   

候補 1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034 林○安   

候補 1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光機一 406370030 葉○暄   

候補 1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光機一 406370147 羅○齊   

候補 1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594 劉○佑   

候補 1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工設一Ｂ 406380088 郭○漁   

候補 1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工設一Ｂ 406380401 柳○恩   

候補 1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015 游○琪   

候補 1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119 張○彥   

候補 2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6534 張○岳   

候補 2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工設一Ａ 406380054 陳○璇   

候補 2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373 馬○緯   

候補 2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系營企一 406390293 曾○誠   

候補 2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123 廖○融   

候補 2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Ａ     406400076 吳○銘   

候補 2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026 許○楨   

候補 2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364 小○翼   

候補 2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099 林○祐   

候補 2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091 黃○婕   

候補 3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016 林○傑   

候補 3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737 王○媗   

候補 3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578 簡○緯   

候補 3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化材一Ｂ     406400241 吳○瑋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候補 3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346 陳○翔 俟缺額 

候補 3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Ｂ     406430784 何○緯 依序通 

候補 3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396 黃○翔 知遞補 

候補 3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Ｃ     406410661 吳○凱   

候補 3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323 孫○皓   

候補 3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437 黃○儒   

候補 4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117 鄭○融   

候補 4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精密一 406350065 黃○澤   

候補 4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636 廖○倫   

候補 4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214 侯○霖   

候補 4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230 楊○哲   

候補 4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機一 406500313 張○睿   

候補 4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106 馬○程   

候補 4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197 蔡○君   

候補 48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Ｂ     406410208 萬○仁   

候補 49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航太一Ａ     406430172 陳○彬   

候補 50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系營企一 406390194 楊○傑   

候補 51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土木工設一Ａ 406380195 陳○翰   

候補 52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042 葉 ○   

候補 53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資一 406440122 張○芳   

候補 54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電機系電通一 406490044 鄭○遠   

候補 55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資工一Ａ     406410703 劉○宏   

候補 56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機電系光機一 406370014 周○漢   

候補 57 工學院 工程與應用科學之基礎數學 水環水資源一 406480078 葉○軍   

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Ａ     406650647 陳○萱   

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國企系經管一 406550037 來○君   

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Ａ     406650886 賴○溱   

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全財管學程一 406680099 沈○萱   

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會計一Ｂ     406600147 戴○庭   

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公行一Ｂ     406640283 曾○萍   

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Ｂ     406651041 蕭○翎   

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0557 周○嫀   

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經濟一Ｂ     406570621 賴○成   

1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運管一Ｂ     406660422 李○杰   

1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產經一Ａ     406540319 黃○哲   

1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經濟一Ｂ     406570381 劉○浩   

1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保險一Ｂ     406560143 陳○岑   

1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Ｃ     406630185 謝○璇   

1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Ａ     406650852 林○恩   

1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保險一Ｂ     406560028 何○倫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1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Ｃ     406630631 李○賢   

1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Ｃ     406650969 侯○瑄   

1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Ｃ     406650936 呂○儒   

2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運管一Ａ     406660695 蘇○賢   

2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會計一Ａ     406600238 郭○御   

2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企管一Ａ     406610336 陳○妮   

2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Ｃ     406630391 張○瑄   

2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441 王○維   

2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保險一Ａ     406560333 童○瑋   

2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656 陳○瑜   

2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Ｂ     406650779 林○霓   

2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Ｃ     406630243 吳○筎   

2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0318 葉○辰   

3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052 許○晴   

3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經濟一Ａ     406570464 袁○靖   

3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Ｃ     406630060 李○宜   

3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財金一Ｂ     406530120 鍾○珊   

3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Ｃ     406650787 曾○晴   

3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財金一Ｂ     406530500 施○元   

3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保險一Ｂ     406560523 黃○弘   

3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國企系經管一 406550045 林○伶   

3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管科一Ｂ     406620046 姜○丞   

3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268 許○倪   

4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Ｂ     406650415 王○翊   

4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經濟一Ｂ     406570654 張○凱   

4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財金一Ｂ     406530062 徐○傑   

4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公行一Ｂ     406640267 金○伶   

4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0581 陳○純   

4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會計一Ｂ     406600063 蔡○文   

4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運管一Ａ     406660638 蕭○澔   

4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國企系經管一 406550268 姜○修   

4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0078 李○勳   

4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財金一Ａ     406530237 黃○潔   

5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會計一Ａ     406600535 趙○宇   

5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Ａ     406650431 陳○路   

5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會計一Ｂ     406600105 傅○臻   

5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運管一Ａ     406660174 林○成   

5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6539 曾○容   

5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Ａ     406650977 亓○揚   

5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Ｃ     406650548 杜○言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5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Ｃ     406650241 許○婷   

5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財金一Ａ     406530112 林○潔   

5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全財管學程一 406680081 陳○橋   

6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144 關○晨   

6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Ｃ     406650274    

6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全財管學程一 406680214 吳○祐   

6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企管一Ａ     406610153 杜○和   

6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177 王○予   

6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Ａ     406650555 黃○恆   

6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公行一Ｂ     406640069 蔡○瑜   

6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086 滕○云   

6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企管一Ａ     406610096 蔡○瑜   

6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企管一Ａ     406610377 塗○翰   

7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會計一Ａ     406600071 陳○盈   

以上序號 1～70號為「資訊概論」錄取名單。 

如有缺額，將依序通知候補 1～19號。 
  

候補 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全財管學程一 406680222 林○芳 俟缺額 

候補 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Ｃ     406630094 莊○茹 依序通 

候補 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管科一Ｂ     406620269 徐 ○ 知遞補 

候補 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會計一Ｂ     406600329 余○萱   

候補 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企管一Ａ     406610211 陳○悠   

候補 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0433 顏○翰   

候補 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Ａ     406650829 鄭○彤   

候補 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經濟一Ｂ     406570209 陳○衡   

候補 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國企系國商一 406590074 楊○璟   

候補 10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Ｂ     406630110 張○汶   

候補 11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0524 黃○行   

候補 12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產經一Ａ     406540434 朱○靖   

候補 13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資管一Ａ     406630102 吳○嘉   

候補 14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Ｃ     406650878 劉○敬   

候補 15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保險一Ａ     406560176 姚○宏   

候補 16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經濟一Ａ     406570076 李○達   

候補 17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統計一Ｂ     406650290 郭○璇   

候補 18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財金一Ｂ     406530088 黃○婷   

候補 19 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 經濟一Ｂ     406570027 龍○育   

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西語一Ｂ     406120187 許○毓   

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教科一Ａ     406730019 蔡○媛   

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資管一Ａ     406630342 吳○榮   

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Ｃ     406650845 黃○凱   

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Ａ     406620293 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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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Ａ     406570282 李○維   

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Ｂ     406660505 姜○丞   

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產經一Ｂ     406540343 樊○融   

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資管一Ｃ     406630573 胡○介   

1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資管一Ａ     406630011 陳○翰   

1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Ａ     406620178 黃○靜   

1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保險一Ａ     406560556 蕭○雨   

1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Ｂ     406650530 白○庭   

1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資管一Ｃ     406630482 廖○澤   

1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產經一Ａ     406540210 王○德   

1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教科一Ａ     406730175 許○媛   

1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Ｂ     406610062 倪○綺   

1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國企系國商一 406590090 黃○安   

1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Ｃ     406570308 陳○賢   

2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會計一Ａ     406600113 杜○辰   

2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Ｂ     406660745 楊○元   

2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保險一Ａ     406560416 賴○丞   

2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Ｂ     406660281 方○恩   

2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資管一Ｂ     406630029 陳○嶸   

2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財金一Ａ     406530054 黃○瑀   

2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國企系經管一 406550243 朱○綺   

2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Ｂ     406620020 王○如   

2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日文一Ｂ     406100197 陳○汝   

2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Ｂ     406610161 郭○杏   

3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Ｂ     406570118 陳○如   

3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Ａ     406610138 蔡○娟   

3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Ｂ     406610302 吳○妤   

3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Ａ     406610237 林○臻   

3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資工一Ａ     406410109 蔡○勳   

3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Ａ     406570043 黃○徽   

3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Ａ     406620434 鄒○芃   

3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Ｂ     406570233 林○儀   

3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Ｂ     406620301 嚴○琳   

3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國企系經管一 406550177 袁○軒   

4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Ｃ     406650126 尤○姿   

4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會計一Ｂ     406600303 王○淇   

4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Ａ     406570100 簡○庭   

4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Ａ     406610013 宋○嬛   

4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財金一Ａ     406530393 葉○杰   

4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產經一Ｂ     406540202 梁○紘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4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Ａ     406660596 陳○廷   

4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Ａ     406650134 李○宜   

4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Ｂ     406660240 張○慈   

4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數學系資統一 406200104 洪○浩   

5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Ｂ     406660109 邱○銘   

5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產經一Ａ     406540376 吳○修   

5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會計一Ｂ     406600162 羅○暘   

5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全財管學程一 406680248 溫○惟   

5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公行一Ａ     406640051 吳○丞   

5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Ａ     406620418 游○康   

5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Ａ     406650761 汪○光   

5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保險一Ｂ     406560044 高○妍   

5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會計一Ａ     406600279 劉○媺   

5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保險一Ｂ     406560200 李○娟   

6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保險一Ｂ     406560283 石○妮   

6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Ｂ     406660547 尚 ○   

6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產經一Ｂ     406540129 張○文   

6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Ｂ     406650654 唐○真   

6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Ｃ     406650811 郭○安   

6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Ｃ     406650571 楊○慧   

6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Ａ     406620152 黃○豪   

6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Ａ     406610054 張○瑋   

6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會計一Ａ     406600055 陳○志   

6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Ｃ     406570035 崔○容   

7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產經一Ａ     406540392 朱○宏   

7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Ａ     406650498 楊○喬   

7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Ｂ     406650118 林○萍   

7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Ｂ     406610146 宋○慧   

7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統計一Ｂ     406650142 陳○賢   

7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管科一Ｂ     406620087 王○文   

7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國企系國商一 406590215 楊○安   

77 商管學院 管理學 會計一Ａ     406600170 張○瑩   

78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經濟一Ｃ     406570092 溫○慧   

79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Ａ     406660018 樂○豪   

80 商管學院 管理學 資管一Ａ     406630136 谷○賢   

81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Ｂ     406660703 劉○濬   

82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國企系經管一 406550078 劉○倢   

83 商管學院 管理學 公行一Ａ     406640036 吳○瑄   

84 商管學院 管理學 產經一Ａ     406540095 許○涵   

85 商管學院 管理學 企管一Ａ     406610039 張○瑄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86 商管學院 管理學 運管一Ａ     406660216 蕭○婷   

以上序號 1～86號為「管理學」錄取名單。   

1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Ｃ     406110030 李○琳   

2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Ｂ     406100577 詹○萱   

3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Ｃ     406110154 朱○瑄   

4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俄文一       406130335 林○儀   

5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Ｃ     406110394 侯○柔   

6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419 楊○羽   

7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Ａ     406110287 戴○賢   

8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Ｂ     406100791 許○騰   

9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Ａ     406110014 林○慧   

10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Ｃ     406100288 蕭○彤   

11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德文一       406090067 蕭○若   

12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492 范○瑜   

13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195 張○慈   

14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法文一Ａ     406080019 陳○琪   

15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法文一Ａ     406080183 陳○雅   

16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Ｂ     406120088 楊○薇   

17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德文一       406090190 劉○慶   

18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法文一Ａ     406080126 梅○瑜   

19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Ｃ     406100148 許○芸   

20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310 吳○穎   

21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153 陳○華   

22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435 吳○萱   

23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Ｂ     406100874 陳○萱   

24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070 陳○萌   

25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法文一Ａ     406080167 何○芸   

26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Ｃ     406100080 葉○溱   

27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俄文一       406130210 李○緯   

28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Ｂ     406110147 何○庭   

29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俄文一       406130012 王○瑜   

30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Ａ     406110196 陳○庭   

31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Ｃ     406110063 黃○倩   

32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Ｃ     406110121 周○琦   

33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Ａ     406120013 黃○繪   

34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德文一       406090042 柯○如   

35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Ｂ     406120542 王○彥   

36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統計一Ｂ     406650837 徐○策   

37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Ｂ     406110204 黃○弦   

38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英文一Ａ     406110139 吳○珩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39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Ｃ     406100387 莊○晴   

40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統計一Ａ     406650191 朱○木   

41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教科一Ｂ     406730381 王○靚   

42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Ｂ     406100254 李○錡   

43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Ｃ     406100809 陳○湄   

44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Ｂ     406120047 陳○佑   

45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法文一Ａ     406080266 李○樺   

46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Ｂ     406100031 李○蓉   

47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日文一Ｃ     406100841 丁○熹   

48 外語學院 實用英語讀寫譯 西語一Ｂ     406120021 沈○暄   

以上序號 1～48號為「實用英語讀寫譯」錄取名單。   

1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國企系國商一 406590025 陳○恩   

2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全財管學程一 406680180 楊○渝   

3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044 葉○涵   

4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物理系光電一 406210111 林○旻   

5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283 周○璇   

6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200 郭 ○   

7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390 朱○瑜   

8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國企系國商一 406590264 胡○軒   

9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德文一       406090109 謝○淇   

10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358 黃○瑜   

11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366 翁○涵   

12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259 陳○彤   

13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218 陳○娟   

14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192 藍 ○   

15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法文一Ａ     406080324 余○蓉   

16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法文一Ａ     406080035 蕭○淇   

17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051 林○恩   

18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127 趙 ○   

19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國企系國商一 406590165 簡○庭   

20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010 李 ○   

21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226 游○雯   

22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093 林○媛   

23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全財管學程一 406680230 林○璇   

24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外交與國際一 406800309 方○予   

25 國際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 水環系環工一 406510049 王○鈞   

以上序號 1～25號為「外交與國際關係英文」錄取名單。   

1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15 白○宇   

2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100 廖○辰   

3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80 陳○樺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4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206 劉○含   

5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098 姚○賢   

6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084 韓 ○   

7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208 蔡○婷   

8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07 林○萱   

9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205 陳○蓉   

10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056 劉○維   

11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430 陳○楷   

12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080 吳○丞   

13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026 簡○榆   

14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142 呂○宏   

15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182 張○萍   

16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043 彭○儀   

17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257 陳○岑   

18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065 陳○怡   

19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222 陳○學   

20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122 劉○嘉   

21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081 施○婷   

22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092 羅○綾   

23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050 郭○心   

24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106 蘇○宇   

25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075 濮 ○   

26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109 陳○淇   

27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133 詹○瑄   

28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64 吳○倫   

29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448 曾○珮   

30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224 劉○漢   

31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364 許○郝   

32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167 郭○毅   

33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406860139 陳○云   

34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331 游○萱   

35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262 陳○葳   

36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130 陳○文   

37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406860162 張○評   

38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076 李○倢   

39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406810175 陳○伍   

40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422 林○璇   

41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307 吳○諭   

42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372 洪○凱   

43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323 盧○暄   



序號 開課院別 開課名稱 學生系年班 學號 姓名 備註 

44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281 王 ○   

45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398 張○婷   

46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23 曾○蓁   

47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270 謝○洋   

48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49 張○瑋   

49 全發學院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一       406820240 朱○樂   

以上序號 1～49號為「英文口語溝通」錄取名單。   

1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032 張○瑄   

2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Ｂ     406860105 熊○綺   

3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語言一       406810027 羅○愉   

4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政經一       406820349 戴○頡   

5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073 黃○翔   

6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247 黃○魁   

7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政經一       406820315 簡○廷   

8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Ｂ     406860220 林○心   

9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政經一       406820356 蔡○芸   

10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024 張○馨   

11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31 簡○穎   

12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Ｂ     406860063 吳○萱   

13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政經一       406820067    

14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248 施○程   

15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Ｂ     406860121 吳○璁   

16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Ｂ     406860246 周○珊   

17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163 李○儒   

18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155 王○毅   

19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213 黃○鈞   

20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198 吳○遠   

21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政經一       406820141 林○逸   

22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政經一       406820042 林○橙   

23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148 王○瑄   

24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政經一       406820059 倪○涵   

25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189 游○昱   

26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Ａ     406860055 鐘 ○   

27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Ａ     406860071 翁○宸   

28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Ｂ     406860147 李○愷   

29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Ａ     406860170 曾○銘   

30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Ａ     406860030 張○蓉   

31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064 陳○融   

32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應資一 406840057 李○軒   

33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Ａ     406860212 張○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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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Ｂ     406860089 陳○宇   

35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觀光一Ａ     406860196 劉○齊   

36 全發學院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 資創系軟工一 406850239 蕭○彤   

以上序號 1～36號為「企業概論與創業管理」錄取名單。   

二、已錄取修讀者，請依排課時間到校上課，查詢上課教室(網址：

http://sinfo.ais.tku.edu.tw/SmEle_PR/Account/LogOn)。 

三、欲放棄修讀者，須於7月19日(星期三)前至課務組網頁(網址：

http://www.acad.tku.edu.tw/CS/main.php)表格下載「學生選課報告」填妥後

傳真(FAX：02-26253021)或E-mail至課務組(atcx@oa.tku.edu.tw)信箱。 

四、如有缺額時，將依序以電話通知候補生遞補。 

教務長  鄭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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