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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6 月 24 日 

                                            教鄭字第 1080000231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8 學年度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核准輔系名單。 

說 明： 

   一、依據 108 年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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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 

楊子嫺        林 襄        熊梓婷                                                   

406080886     406100668     405104018                                                

法文二Ｂ      日文二Ｃ      日文三Ａ                                                 

 

  ２、      中文系（日）         

            錄取 四名 

侯皓文        洪詩淵        洪 瑄        章馨予                                     

407000339     407380095     407110914     406204015                                  

資圖一Ａ      土木一Ａ      英文一Ａ      數學系資統二                               

 

  ３、      歷史系（日）         

            錄取 三名 

何梓盈        蔡靖霈        黃子喬                                                   

407016061     407100543     407136026                                                

中文一Ｂ      日文一Ｃ      俄文一                                                   

 

  ４、      資傳系（日）         

            錄取 一名 

楊品嫻                                                                               

407111268                                                                            

英文一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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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財金系（日）         

            錄取 一名 

李知諺                                                                               

407000263                                                                            

資圖一Ｂ                                                                             

 

  ６、      教科系（日）         

            錄取 四名 

黃子芸        林星卉        黃昱瑋        張瑋                                     

407630234     407630358     407630598     407631190                                  

資管一Ｂ      資管一Ｂ      資管一Ｂ      資管一Ｂ                                   

 

  ７、      機械系光機電整合（日）     

            錄取 三名 

劉思妤        賴 儀        劉善順                                                   

407117232     407537082     207557041                                                

英文二Ｂ      財金二Ｂ      國企系進學二                                             

 

  ８、      機械系精密機械組（日）     

            錄取 一名 

范緒謙                                                                               

407411031                                                                            

資工一Ａ                                                                             

 

  ９、      化材系（日）         

            錄取 二名 

許賀珊        林穎慈                                                                 

406230259     406230424                                                              

尖端材料二    尖端材料二                                                             

 

  １０、    資工系（日）         

            錄取 十七名 

汪立翔        梁琇惠        王家琳        吳承軒        陳柏全        侯薇榕         

406010388     406040013     407380079     407380798     207440016     407111219      

中文二Ｂ      資傳二Ａ      土木一Ａ      土木一Ａ      電機進學班一  英文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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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聿珩        吳孟倫        劉宥辰        楊孟軒        陳允斌        廖蔓瑄         

406110139     405530642     207530485     407630341     407630374     407630887      

英文二Ａ      財金三Ｂ      財金進學班一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Ａ       

 

李婉瑄        黃柔綺        莊惠晴        唐榕岑        蔡欣穎                       

407636512     407630861     407630929     406680503     406570829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Ｂ      資管一Ｂ      全財管學程一  經濟二Ａ                     

 

  １１、    電機系電機（日）     

            錄取 三名 

施凱文        王聖博        王家成                                                   

407628048     406197078     406224013                                                

管科三Ｂ      數學系數學三  物理系應物二                                             

 

  １２、    電機系電資（日）     

            錄取 二名 

洪瑋        黃禹婕                                                                 

406490440     406101542                                                              

電機系電通二  日文二Ｃ                                                               

 

  １３、    水環系水資源組（日）       

            錄取 一名 

陳思翰                                                                               

407050474                                                                            

大傳一                                                                               

 

  １４、    英文系（日）         

            錄取 二名 

李兆鴻        邱若瑩                                                                 

407036085     406680032                                                              

歷史一Ｂ      全財管學程二                                                           

 

  １５、    法文系（日）         

            錄取 十九名 

王氏英        潘昀彤        許少宇        許維珊        陳律萍        徐昇陽         

407015071     407030112     407030500     407030708     406030287     407040566      

中文一Ｂ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二Ｂ      資傳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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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依萱        龔姵尹        詹子薇        陳昇鴻        郭芷晴       黃鈺雅         

407730117     407730935     406120849     407497022     406080381    407110344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建築二        電機系電通二  德文二       英文一Ａ       

 

詹銘哲        吳育杰        翁兆駿        楊采妮        張雅玲       邵莉庭         

407111334     406111434     407121093     407120103     407537124    406680040      

英文一Ａ      英文二Ｂ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財金二Ｂ     全財管學二   

 

劉宇晴                                                                               

407571347                                                                            

經濟一Ｂ                                                                             

 

  １６、    德文系（日）         

            錄取 十三名 

田芫瑗        王 婕        姚正敏        吳沛穎        廖奕婷        蕭懷若         

407480481     407080224     407100824     407100865     407111060     406090067      

水環水資源一  法文一Ａ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英文一Ａ      西語二Ｂ       

 

黃柏崴        鍾郁喬        張辰瑄        常可萱        張嘉宇        林筠蓁         

407137073     407610798     406610039     407540664     404551862     407630713      

俄文二        企管一Ａ      企管二Ａ      產經一Ｂ      國企系經管三  資管一Ｂ       

 

蘇韻文                                                                               

407800092                                                                            

外交與國際一                                                                         

 

  １７、    日文系（日）         

            錄取 六十九名 

劉肇怡        李興聖        龔思穎        楊雅涵        陳冠瑜        鄭鈺澐         

407000016     407000412     407000495     407000628     407000800     407011138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Ａ       

 

孫筱亞        呂昀宣        陳嘉潁        鐘詩喻        劉佳妤        薛雯穗         

407010064     407010221     407010361     407010486     407010981     407011104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中文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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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宇婕        江宛蓉        邱 婕        曾品瑜        蔡踵恩        連晨鈞         

407011120     406010982     406011089     407030559     407030443     407030682      

中文一Ｂ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郭思鎧        劉俞廷        施佩辰        張靖騰        陳啟睿        王子維         

407030906     407031045     406030816     406030832     406031095     40703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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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昕叡        黃丞翰        張景翔        陳佳文        黃柏諺        賴亭羽         

407730489     407406528     406490010     407484012     406510023     407080091      

教科一Ｂ      化材一Ｂ      電機系電通二  水環水資源一  水環系環工二  法文一Ａ       

 

陳祈佑        余梓澄        葉愛紗        田芮綺        張喜茹        莊景卉         

407080570     407086098     407086114     407086528     407081131     40708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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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家瑋        張婷涵        李侑樺        朱橙淇        陳亭靜        陳羽庭         

407087112     407090181     407110286     407111276     407110666     406110196      

法文二Ａ      德文一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Ｃ      英文二Ａ       

 

黃琳涵        虞茵文        何旻璇        王思婷        潘睿畯        徐紫喬         

407117265     407121077     407121127     407121184     407601086     406600808      

英文二Ｂ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會計一Ｃ      會計二Ｂ       

 

黃名嘉        夏瑜含        周子薰        蔡嘉娟        薛淇勻        洪玟儀         

407610293     407610574     407610632     406610138     407540953     407550101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二Ａ      產經一Ａ      國企系經一   

 

陳以晴        來佩君        胡庭嘉        羅偉晟        何樂為        彭淮靖         

407550556     406550037     407628055     407631331     407634012     406560739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二  管科三Ｂ      資管一Ａ      資管一Ａ      風保二Ａ       

 

許庭蓁        宓慈恩        蔡承緣        蔡念庭        林姿伶        林鞍妹         

407640910     407640209     407640589     407660975     407661171     407660082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Ｂ      公行一Ｂ      運管一Ａ      運管一Ａ      運管一Ｂ       

 

 

 



第 6頁，共 12 頁 

 

林恩如        盧嘉儀        張育婷                                                   

406680362     406686039     406220144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物理系應物二                                             

 

  １８、    英文系（日）         

            錄取 十二名 

劉亞璇        胡 謙        章心韡        陳雙芷        陳芊        黃竫崴         

407080679     407094019     406090182     407100923     406100643     40713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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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涵        張容慈        李孟晴        郭采潔        陳侑萱        張端心         

407550093     407620417     405560177     407640019     407640175     407640936      

國企系經管一  管科一Ａ      風保二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公行一Ａ       

 

  １９、    西語系（日）         

            錄取 二十六名 

劉恩        游雯訢        蔡欣蕎        陳亞蓓        鄧宇珊        黃于晏         

407000198     407000370     407010619     407030021     407030344     407040533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中文一Ａ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資傳一Ａ       

 

陳家婕        蘇晨瑩        李姿誼        邱叡恩        梁 筠        莊佳諠         

407040871     407040269     407080810     406080217     407100428     407100683      

資傳一Ａ      資傳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二Ａ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楊文瑜        林良任        杜俊和        黃昱晴        高譽庭        陳雪芬         

407110328     407110120     406610153     407550069     407550374     407550564      

英文一Ｂ      英文一Ｃ      企管二Ａ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國企系經管一   

 

林歆庭        黃恩琦        楊翔名        劉瑀涵        徐惠屏        曾潔蒂         

406620848     407560068     407680296     407570240     407800035     407800076      

管科二Ｂ      風保一Ｂ      全財管學程一  經濟一Ｃ      外交與國際一  外交與國際一 

 

溫晨妤        藍苡瑜                                                                 

407800332     407800415                                                              

外交與國際一  外交與國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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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俄文系（日）         

            錄取 七名 

韓子彤        黃雁怡        傅云暄        陳凱怡        黃子庭        李岡陵         

407080182     406100684     407110278     407126035     406660315     406571181      

法文一Ａ      日文二Ｃ      英文一Ｃ      西語一Ａ      運管二Ａ      經濟二Ａ       

 

蔡羿慈                                                                               

407800340                                                                            

外交與國際一                                                                         

 

  ２１、    會計系（日）         

            錄取 十九名 

鍾旻軒        黃加林        梁 瑜        黃妤婷        杜瑞凌        周子婷         

407030757     407090322     407101558     407100618     407100162     407101202      

歷史一Ａ      德文一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Ｂ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林祺容        鄭雅渝        簡杏芬        楊斯涵        李約儂        張惟茜         

406101195     407110989     407120566     406531144     407610475     407611028      

日文二Ａ      英文一Ｂ      西語一Ｂ      財金二Ｂ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林承叡        陶姵羽        陳勁竹        陳宜蓉        黃佳誼        鄭淳方         

406540921     407620755     407630259     407640365     407651057     407660306      

產經二Ｂ      管科一Ａ      資管一Ａ      公行一Ｂ      統計一Ｃ      運管一Ｂ       

 

郭嘉                                                                               

407570307                                                                            

經濟一Ｃ                                                                             

 

  ２２、    財金系（日）         

            錄取 四十九名 

張宇中        吳 興        張梓儀        許勝凱        許家綺        孫羽欣         

407000420     407001089     407011153     407030054     405050260     407734010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中文一Ａ      歷史一Ａ      大傳三        教科一Ａ       

 

李俊廷        吳健碩        李宗翰        徐嘉伶        陳育晟        王盈盈         

407730745     406411461     407500288     407080083     407080745     407080794      

教科一Ｂ      資工二Ｂ      電機系電機一  法文一Ａ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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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慧芯        曾怡翎        廖振翔        黃婕雅        曹嘉綺        黃詠心         

407081099     407090520     407101343     407104016     407100147     407101186      

法文一Ｂ      德文一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Ｃ      日文一Ｃ       

 

陳敬        廖婉而        曾 晨        余承諺        陳劭怡        王若瑄         

407120665     407121044     407130177     407130466     407610772     407610814      

西語一Ｂ      西語一Ｂ      俄文一        俄文一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趙沛玲        連映瑄        簡于婷        黃冠瑜        魏婧橞        陳雅芬         

407610855     407610269     407610848     407611044     407611069     40661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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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靖恩        許詠晴        李汶霈        沈沛誼        王姿玉        劉子榕         

407540441     407540607     407620698     407620540     407620680     406620038      

產經一Ｂ      產經一Ｂ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Ｂ      管科一Ｂ      管科二Ａ       

 

何奕威        詹鎧郕        王歆勻        許靖彤        曾文琳        林洛旭         

406620335     406620590     407640993     407650075     407651578     407654010      

管科二Ａ      管科二Ａ      公行一Ａ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Ａ      統計一Ａ       

 

黃雨倫        楊豐碩        鄭婷方        張馨月        李洳瑄        劉庭瑋         

407680478     407686038     407570950     407574028     407570125     407570216      

全財管學程一  全財管學程一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Ｂ      經濟一Ｃ      經濟一Ｃ       

 

吳沂                                                                               

405574111                                                                            

經濟三Ｂ                                                                             

 

  ２３、    企管系（日）         

            錄取 二十一名 

陳子縈        陳威宇        李孟涵        張庭瑋        劉信宏        鍾季衡         

407000438     406001114     407030013     407030971     407730216     407730273      

資圖一Ａ      資圖二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何文瑋        藍子傑        林學陽        蘇如禧        聶楷軒        林廷宇         

407730356     407730141     405440461     407080620     407081008     407081123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Ｂ      電機系電資二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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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佩辰        陶姵        謝靜怡        林芝羽        陳詩晴        林語涵         

406090273     406090406     406096072     407101194     406101112     406110188      

德文二        德文二        德文二        日文一Ｃ      日文二Ａ      英文二Ｃ       

 

高佩瑄        黃名弘        嚴聞                                                   

206110388     407130540     405620252                                                

西語二Ｂ      俄文一        管科三Ａ                                                 

 

  ２４、    產經系（日）         

            錄取 三名 

季 平        賴柏瑞        簡均芮                                                   

407030096     407030633     407100592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日文一Ｂ                                                 

 

  ２５、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錄取 二十二名 

蔡沛璇        杜沛紜        蔡程淵        高堂心        吳昕晏        黃瑄瑜         

407730109     407730364     407730588     407080075     406080043     407090132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教科一Ｂ      法文一Ａ      法文二Ａ      德文一         

 

王若溱        陳怡君        林芛辰        莊秉承        沈庭瑜        葉庭瑀         

407101145     407100121     407100360     406101757     407110070     4071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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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怡萱        游育瑄        邱郁雯        劉芷璇        林巧璿        盧珮瑜         

407120251     407120798     407120954     407120996     407120905     40656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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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宸瑜        葉庭毓        劉以苓        周湘婷                                     

407127090     405130070     407640456     407800019                                  

西語二Ａ      俄文三        公行一Ａ      外交與國際一                               

 

  ２６、    管科系（日）         

            錄取 二名 

蕭鈞彥        劉家麟                                                                 

407030542     407117125                                                              

歷史一Ｂ      英文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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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資管系（日）         

            錄取 十八名 

莊珈毓        何彥蓉        薛惠文        曾歆詒        張庭芸        蔡旭娟         

407730059     407730133     407730174     407730331     407730653     407730919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唐子禾        楊雨潔        張雅瑜        戴巧瑮        余沛萱        張綺軒         

407737013     406090299     407600914     407601532     406600329     407610467      

教科二Ａ      德文二        會計一Ａ      會計一Ｃ      會計二Ｂ      企管一Ｂ       

 

石 頤        彭興文        胡秀芬        張哲豪        張照國        于清睿         

407624013     406620939     407570737     406570746     406570985     406864024      

管科一Ａ      管科二Ａ      經濟一Ａ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Ｃ       

 

  ２８、    公行系（日）         

            錄取 二十五名 

黃邑加        陳君哲        蕭語嫻        黃琪珍        李宜融        林孟慈         

407000024     407000248     407000461     407000727     407000982     407001048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何家萱        張 圓        李泓儀        應孟儒        黃怡瑄        周宜芃         

407007144     407010908     407030153     407030732     407031052     407030104      

資圖二Ｂ      中文一Ｂ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Ｂ       

 

呂家賢        林姵羽        黃紹鈞        江佩紋        邱昱瑄        蕭宇彤         

407030120     407030781     406030410     407730430     407730497     407730992      

歷史一Ｂ      歷史一Ｂ      歷史二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教科一Ａ       

 

陳璽羽        徐婉瑄        賴盈安        林虹妏        劉弈琦        簡子瑜         

406730647     407110195     407110252     406120401     406120567     407130599      

教科二Ｂ      英文一Ａ      英文一Ａ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俄文一         

 

陳妍瑄                                                                               

407660108                                                                            

運管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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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統計系（日）         

            錄取 三名 

朱詠琪        許佳盈        葉芳瑀                                                   

405730101     406544022     407610525                                                

教科三Ｂ      財金二Ｂ      企管一Ｂ                                                 

 

  ３０、    運管系（日）         

            錄取 六名 

徐宇婕        丁士堯        曾寶琪        李映葳        廖雅苹        謝豐吉         

407081081     407090108     407121135     407120608     407540581     406621077      

法文一Ｂ      德文一        西語一Ａ      西語一Ｂ      產經一Ｂ      管科一Ａ       

 

  ３１、    全財管學程（日）     

            錄取 二名 

賴宸旭        洪永禎                                                                 

407110609     407110757                                                              

英文一Ｃ      英文一Ｃ                                                               

 

  ３２、    經濟系（日）         

            錄取 五名 

胡凱博        沈振恩        呂家甄        張佳蓉        孫小喬                       

407031094     407610277     407610970     407610764     406620657                    

歷史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管科二Ａ                     

 

  ３３、    資管系（日）         

            錄取 一名 

楊宗樺                                                                               

407000453                                                                            

資圖一Ａ                                                                             

 

  ３４、    外交與國際系（日）     

            錄取 三名 

陳俞靜        楊子萱        謝易臻                                                   

407080489     407100386     407121143                                                

法文一Ａ      日文一Ｃ      西語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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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化學系生化組（日）     

            錄取 二名 

鄭以琳        許茵婷                                                                 

407000073     407087039                                                              

資圖一Ａ      法文二Ａ                                                               

 

  ３６、    化學系材化組（日）     

            錄取 一名 

林洋儀                                                                               

407031128                                                                            

歷史一Ｂ                                                                             

 

  ３７、    數學系數學組（日）     

            錄取 一名 

吳國義                                                                               

406220243                                                                            

物理系應物二                                                                         

 

  ３８、    數學系資統組（日）     

            錄取 一名 

許芝菡                                                                               

406490093                                                                            

電機系電通二                                                                         

 

  ３９、    物理系光電組（日）     

            錄取 一名 

柯威帆                                                                               

407730638                                                                            

教科一Ａ                                                                             

 

  ４０、    日文系（進學）       

            錄取 一名 

張絜雅                                                                               

207610154                                                                            

企管進一Ａ                                                                           

 

教務長     鄭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