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校區「休閒與流行文化」微學分課程學生名單 

    第一梯次 時間：2020.04.26-05.03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1 應用中國文學系 二乙 陳姿蒨 07430862 

2 國企系 四乙 馬夏瑋 04572522 

3 商業設計系 四甲 康靜倪 05210033 

4 商業設計學系 四甲 連禹蓁 05213115 

5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甲 黃 婕 06180510 

6 商業設計學系 四甲 呂姿儀 05210300 

7 會計系 四丙 陳韋伶 05523042 

8 生物科技學系 四甲 謝承志 05390886 

9 生物科技學系 四甲 顏澤莛 05390312 

10 醫療資訊與管理 二甲 陳熠姍 07400136 

11 經濟與金融學系 二甲 林俐妏 07223096 

12 風保系 三乙 陳詩雅 06561565 

13 犯罪防治學系 四乙 陳妙欣 05060291 

14 應用日語學系 四甲 謝家真 05441171 

15 企管系 四丙 邱宜瑄 05110492 

16 應用日語學系 四甲 陳湘縈 05440513 

17 數位媒體設計系 四乙 彭惠燕 05091275 

18 資訊管理學系 四甲 林于新 05130100 

19 資訊管理學系 四丙 李旻樺 05130914 

20 企業管理學系 四丙 張振峰 05110376 

21 資訊管理 四甲 許群富 05131891 

22 企管系 四乙 王郁萱 05110262 

23 應用日文系 三甲 曾智嘉 06440822 

24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一乙 林子涵 08430551 

25 電子工程學系 三乙 潘鈺霖 06370092 

26 資訊管理學系 三丙 林忠威 06130913 

27 犯罪防治學系 一甲 謝佳詩 08380102 

28 犯罪防治系 一乙 陳宥均 08380136 

29 國企系 四丁 何郁雯 05570433 

30 國際企業學系 四丁 陳冠霖 05570866 

31 資訊工程學系 三乙 劉柔萱 06360410 



金門校區「休閒與流行文化」微學分課程學生名單 

      第二梯次 時間：2020.05.10-05.17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1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甲 陳藍琳 06430286 

2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二甲 陳文欣 07310182 

3 公共事務學系 二甲 高霈妤 07070645 

4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二甲 顏品羽 07310935 

5 新傳學系 二甲 任雅靖 07160856 

6 企業管理學系 一乙 楊咏鑫 08111394 

7 資訊管理學院 二丙 楊凱卉 07130310 

8 資訊管理學系 二丙 林育綺 07131171 

9 資訊工程系 三乙 黃暐翔 06360604 

10 犯罪防治學系 三甲 鄭育齡 06380085 

11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一甲 黃妤婷 08080461 

12 犯罪防治 二乙 江佳蕙 07670405 

13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二甲 王品儒 07040434 

14 觀光系 二甲 蔡怡玲 07140576 

15 資管系 二乙 陳芷勳 07130052 

16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二甲 陳妍君 07080373 

17 經濟與金融學系 四甲 葉亦軒 05220851 

18 應用英語商務與觀光 二乙 林佳儀 07421934 

19 資訊管理學系 三甲 謝雅慈 06130213 

20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三甲 程郁晴 04430113 

21 應用中文 二甲 邱睿馨 07430481 

22 企業系 三乙 周愷威 06110145 

23 企管系 三乙 蔡尚麟 06110872 

24 企管系 三乙 藍晨遠 06112162 

25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甲 呂沅霖 06431016 

26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甲 曹月菱 06431141 

27 資工系 三甲 林佩宣 06361005 

28 資訊工程 三乙 陳慧祐 06360241 

29 資訊工程系 三乙 董祐誠 06360090 

30 資訊工程 三乙 萬錦程 06361084 

31 資訊工程學系 三乙 李悅澤 0636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