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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年 6 月 24 日 

                                            教鄭字第 1080000232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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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年 6 月 24 日本校雙主修核定通過。 

   二、雙主修名單分別公布如后： 

 

 

  １、      中文系（日）         

            錄取 三名 

侯皓文        李岱芸        王馨郁                                                   

407000339     406100379     407110245                                                

資圖一Ａ      日文二Ｂ      英文一Ｃ                                                 

 

  ２、      歷史系（日）         

            錄取 二名 

郭姵妤        陳 立                                                                 

407000107     406810506                                                              

資圖一Ｂ      俄文二                                                                 

 

  ３、      機械系光機電整合（日）     

            錄取 一名 

廖家瑋                                                                               

405574020                                                                            

經濟三Ｂ                                                                             

 

  ４、      資工系（日）         

            錄取 五名 

楊鎧碩        丁育翎        賴冠宇        侯薇榕        周柏寬                       

407380731     407430023     407500197     407111219     407650299                    

土木一Ａ      航太一Ｂ      電機系電機一  英文一Ａ      統計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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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電機系電通組（日）         

            錄取 一名 

劉思妤                                                                               

407117232                                                                            

英文二Ｂ                                                                             

 

  ６、      英文系（日）         

            錄取 一名 

林璟薰                                                                               

407536571                                                                            

財金一Ａ                                                                             

 

  ７、      法文系（日）         

            錄取 五名 

杜映萱        潘昀彤        姚正敏        邵莉庭        傅郁淇                       

407000131     407030112     407100824     406680040     407571149                    

資圖一Ａ      歷史一Ａ      日文一Ｃ      全財管學程二  經濟一Ｃ                     

 

  ８、      德文系（日）         

            錄取 六名 

吳翊慈        蕭瑞瑩        李書安        王昱晴        王靖涵        賴韋任         

407000222     407007110     407010429     407030690     407560209     407640902      

資圖一Ｂ      資圖二Ａ      中文一Ｂ      歷史一Ａ      風保一Ｂ      公行一Ｂ       

 

  ９、      日文系（日）         

            錄取 五名 

鄭雨桓        林承志        陳冠綸        林虹        來佩君                       

407004018     407417178     407080885     407110039     406550037                    

資圖一Ａ      資工二Ｂ      法文一Ｂ      英文一Ｃ      國企系經管二                 

 

  １０、    英文系（日）         

            錄取 六名 

鐘詩喻        林昀憓        曾芸緯        黃竫崴        鍾佳伶        常可萱         

407010486     407081180     407081198     407137024     407601235     407540664      

中文一Ｂ      法文一Ｂ      法文一Ｂ      俄文二        會計一Ｃ      產經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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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西語系（日）         

            錄取 十一名 

劉恩        游雯訢        張詠筑        吳舒庭        陳品妤        詹子薇         

407000198     407000370     407000966     407037273     406031103     406120849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Ａ      資圖一Ｂ      歷史二Ａ      歷史二Ｂ      建築二         

 

廖尹柔        許庭瑜        吳芷珊        梁頌景        黃昱晴                       

407101566     407101012     406616259     406616267     407550069                    

日文一Ａ      日文一Ｂ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Ａ      國企系經管一                 

 

  １２、    俄文系（日）         

            錄取 三名 

盧冠霖        謝淞淯        高可茵                                                   

407090264     407110179     406590538                                                

德文一        英文一Ｂ      國企系國商二                                             

 

  １３、    會計系（日）         

            錄取 八名 

黃詩晴        許勝凱        吳孟倫        陳之敏        黃凱容        杜俊和         

407000826     407030054     405530642     407610350     406610187     406610153      

資圖一Ｂ      歷史一Ａ      財金三Ｂ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企管二Ａ       

 

陳宜蓉        曾郁晴                                                                 

407640365     406650787                                                              

公行一Ｂ      統計二Ｃ                                                               

 

  １４、    財金系（日）         

            錄取 十名 

范子葵        李珈慧        沈柏安        林湘庭        陳韋        張沁凌         

407030187     407610160     407610202     407610541     407611101     407611143      

歷史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企管一Ｂ       

 

李汶霈        羅茹丹        陳涵青        包伊帆                                     

407620698     407624021     407564011     407574010                                  

管科一Ａ      管科一Ｂ      風保一Ａ      經濟一Ａ                                   

 

 

 



第 4 頁，共 5頁 

 

  １５、    企管系（日）         

            錄取 三名 

張宇中        李孟涵        張庭瑋                                                   

407000420     407030013     407030971                                                

資圖一Ｂ      歷史一Ａ      歷史一Ａ                                                 

 

  １６、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錄取 七名 

邱筱晴        湯茹讌        莊家瑋        杜佳穎        游瑞瑜        侯羽柔         

407080471     407081073     407087112     407101681     407107118     40611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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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佩儀                                                                               

406130335                                                                            

俄文二                                                                               

 

  １７、    資管系（日）         

            錄取 七名 

李知諺        吳 興        張育庭        張綺軒        石 頤        廖筱君         

407000263     407001089     407101178     407610467     407624013     407560571      

資圖一Ｂ      資圖一Ｂ      日文一Ｃ      企管一Ｂ      管科一Ａ      風保一Ａ       

 

劉祐姍                                                                               

407560811                                                                            

風保一Ａ                                                                             

 

  １８、    公行系（日）         

            錄取 四名 

黃琪珍        何家萱        李泓儀        李淯函                                     

407000727     407007144     407030153     206647066                                  

資圖一Ｂ      資圖二Ｂ      歷史一Ａ      法文二Ｂ                                   

 

  １９、    運管系（日）         

            錄取 二名 

郭軒佑        陳姿穎                                                                 

407000958     407010643                                                              

資圖一Ａ      中文一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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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經濟系（日）         

            錄取 六名 

胡凱博        曾怡翎        李庭旭        林哲玄        蕭霂愷        張佳蓉         

407031094     407090520     407610210     407610491     407610590     407610764      

歷史一Ａ      德文一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Ａ      企管一Ｂ       

 

教務長     鄭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