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先修錄取名單 

 

編號 科目中文名稱 學生系年班中文名稱 姓名 學號 

1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蔣*恩 408850179 

2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黃*雅 408860103 

3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黃*綺 408860442 

4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鄭 * 408860236 

5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吳*楠 408860244 

6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李*臻 408860483 

7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朱*亭 408810041 

8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葉*綸 408850104 

9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邱*嫺 408860657 

10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陳*和 408810033 

11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陳*言 408860640 

12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曾*瑜 408840014 

13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歐*奕 408850120 

14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呂*霖 408840030 

15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蔡*陽 408840055 

16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林*婷 408860582 

17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林*羽 408860400 

18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楊* 408810025 

19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黃*揚 408860269 

20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林*志 408860046 

21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吳*恩 408860566 

22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謝*豫 408850161 

23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廖*葆 408860632 

24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林*毅 408850070 

25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王 * 408860020 

26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Ｂ 朱*賢 408860368 

27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黃*翰 408860228 

28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周*瑄 408860012 

29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一 許*嘉 408840071 

30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郭*霖 408850062 

31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一Ａ 廖*妤 408860038 

32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郭*愷 408810074 



33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一 林*裕 408850013 

34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一 李*旻 408810108 

35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組) 方*皓 408840121 

36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組) 洪*璟 408850450 

37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組) 胡*禎 408840113 

38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楊*叡 408810124 

39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組) 許*嘉 408840402 

40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陳*柔 408810132 

41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系(海外實習組) 彭*璇 408860673 

42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系 黃*瑜 408820321 

43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羅*怡 408810330 

44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陳*晴 408810173 

45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蕭*恩 408810454 

46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系(產業實習組) 林*萱 408860889 

47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杜*榕 408810223 

48 英文口語溝通 觀光系(產業實習組) 林*穎 408860939 

49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林*涵 408810488 

50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組) 陳*怡 408840451 

51 英文口語溝通 語言系 許*妤 408810264 

52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軟工組) 楊*妤 408850260 

53 英文口語溝通 政經系 朱*弘 408820503 

54 英文口語溝通 資創系(應資組) 鄭*慈 408840428 

編號 科目中文名稱 學生系年班中文名稱 姓名 學號 

1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Ｂ     張 *       408860517 

2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Ｂ     程*琍       408860376 

3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Ｂ     李*奕       408860392 

4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Ｂ     林*怡       408860574 

5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一       林*貽       408820016 

6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Ａ     張*榕       408860079 

7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Ａ     游*捷       408860087 

8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Ａ     羅*榕       408860194 

9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Ａ     田*諭       408860251 

10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系(產業實習組) 李*潔 408860608 

11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彭*鑫 408840147 

12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吳*曄 408840394 

13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詹*佳 408820057 

14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軟工組) 蔡*珊 408850468 



15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蔡*恆 408840329 

16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系(海外實習組) 林*盛 408860665 

17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軟工組) 劉*妤 408850112 

18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語言系 王*涵 408810389 

19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曾*彥 408820230 

20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系(海外實習組) 陳*軒 408860707 

21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曾*華 408840188 

22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周*恩 408820180 

23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鍾*昕 408820040 

24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系(產業實習組) 黃*儀 408860855 

25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高*容 408820123 

26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金*任 408840295 

27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范*維 408820339 

28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系(產業實習組) 周*藍 408860848 

29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宗*恩 408840469 

30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楊*凱 408840212 

31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系(海外實習組) 李*雲 408860681 

32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軟工組) 彭*涵 408850302 

33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軟工組) 葉*甫 408850393 

34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系(海外實習組) 徐*澐 408860731 

35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李*俅 408820479 

36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政經系 艾*緯 408820438 

37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語言系 葉*彣 408810496 

38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曾*翎 408840386 

39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Ｂ   張*筑       408860467 

40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觀光一Ｂ  賴*瑾       408860426 

41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資創系(應資組) 曾*翔 408840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