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 109 學年 第 2 學期 

選修「休閒與流行文化」微學分課程 

錄取名單公告 
 

 

本課程將於第 11週：110年 05月 02日～05月 09日 上課 
 

序號 科系 年級 班級 學號 姓名 

1 公共事務學系 大三 甲 07****51 張○妤 

2 公共事務學系 大三 甲 07****02 劉○筠 

3 公共事務學系 大三 甲 07****85 郭○儀 

4 公共事務學系 大三 甲 07****42 詹○蓉 

5 犯罪防治學系 大一 甲 09****91 余○儒 

6 犯罪防治學系 大三 甲 07****81 魏○瑄 

7 企業管理學系 大四 丁 06****00 許○泉 

8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大一 甲 09****46 林○怜 

9 法律學系 大三 甲 07****91 李○佳 

10 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大二 甲 08****26 葉○汝 

11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大四 乙 06****22 劉○慈 

12 財務金融學系 大一 丙 09****13 許○典 

13 財經法律學系 大四 甲 06****02 朱○萱 

14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大二 甲 08****92 楊○潔 

15 商品設計學系 大三 乙 07****26 邱○嘉 

16 商品設計學系 大一 乙 09****34 趙○捷 

17 國際企業學系 大二 乙 08****66 蔡○璇 

18 華語文教學系 大三 乙 06****55 林○如 

19 會計學系 大三 乙 07****03 張○甄 

20 會計學系 大三 丙 07****92 林○蓉 

21 會計學系 大二 乙 08****00 張○維 

22 會計學系 大二 乙 08****12 張○愷 

23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大一 乙 09****86 邱○怡 

24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大一 甲 09****81 陳○瀚 

25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大一 乙 09****50 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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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聞學系 大二 甲 08****33 沈○玟 

27 資訊管理學系 大二 丙 08****83 林○瀞 

28 資訊管理學系 大一 甲 09****71 張○涵 

29 資訊管理學系 大二 乙 08****94 潘○伶 

30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大四 甲 06****80 沈○珈 

31 數位媒體設計系 大一 乙 09****66 葛○希 

32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大二 甲 08****62 王○琳 

33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大三 乙 07****93 張○庭 

34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大二 甲 08****01 李○蓁 

35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大一 甲 09****55 莊○瑜 

36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大一 甲 08****12 邱○菱 

37 應用中國文學系 大二 乙 08****76 莊○儀 

38 應用中國文學系 大二 乙 08****83 吳○萱 

39 應用日語學系 大三 乙 07****86 孫○婷 

40 應用日語學系 大三 乙 07****16 李○君 

41 應用日語學系 大三 乙 07****82 陳○甄 

42 應用日語學系 大三 乙 07****25 曾○華 

43 應用日語學系 大一 甲 09****92 賴○涵 

44 應用日語學系 大一 甲 09****15 蘇○惟 

45 應用英語學系 大一 乙 09****54 賴○貞 

46 應用英語學系 大三 丙 07****46 陳○儒 

47 應用英語學系 大四 甲 06****64 劉○柔 

48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系 大三 乙 07****84 曹○愷 

49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系 大三 乙 07****50 郭○綸 

50 觀光事業學系 大四 甲 06****26 鄧○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