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梯次 時間：2020.09.20-09.27  00451  B30、B31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1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三丙 吳志平 06560535  

2 生物醫學工程系 二甲 李亦純 07673133  

3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甲 李紹微 06430792  

4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三甲 吳承泰 06400581  

5 華語文教學學系 三乙 鍾爾真 06450425  

6 會計系 一甲 謝采恩 08521651  

7 犯罪防治學系 三乙 周語彤 06383096  

8 應用英語系 二乙 陳亞鑫 07421642  

9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甲 蔣欣呈 06180482  

10 犯罪防治學系 三乙 梁玉臻 06380015  

11 風保系 一甲 吳姵萱 08560506  

12 都防系 二甲 王騰毅 07043073  

13 應英系 二丙 蔡佩倚 07421430  

14 華語文教學學系 三乙 林芝瑜 06450283  

15 應中系 一甲 李佳澖 08431191  

16 資工系 三甲 謝芸瑄 06361183  

17 法律學系 二乙 陳嬿婷 07400934  

18 資訊工程系所 三甲 潘雅琦 06360355  

19 國際企業學 二丁 鍾嘉元 07570882  

20 國際企業 二丁 徐向均 07570855  

21 休憩系 二甲 周家瑜 07180463  

22 休憩 二甲 陳薇年 07180064  

23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習 二甲 顏美蓮 07310732  

24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三甲 簡韞珊 07310226  

25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二甲 林婉儀 07310926  

26 國際企業學系 二丁 徐芷芸 07570926  

27 國企二丁 二丁 蕭晉昇 07570971  

28 國際企業學系 二丁 彭聖普 07570492  

29 國際企業學系 一丁 唐鈺庭 07572083  

30 資管系 二丙 江柏漢 07131605  

21 國際企業學系 二丁 陳浿甄 07910092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32 資訊工程系 三甲 呂宛儒 06361041  

33 國際企業 二乙 謝宜庭 07590054  

  



第四梯次 時間：2020.10.11-10.18  00452  B30、B31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1 生物科技係 三甲 李蘋 06390860  

2 生物科技系碩一 一甲 呂玉如 08396046  

3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二甲 吳芝佳 07180374  

4 財金系 二丁 宋茵美 07541524  

5 觀光系 一甲 李悅慈 08140026  

6 資訊傳播工程 三甲 洪余瑄 06160841  

7 觀光事業學系 一甲 孫毓宸 08140010  

8 華教系 一甲 梁舒荷 08450202  

9 觀光事業學系 四甲 陳翎竣 06140304  

10 資訊管理學系 一丙 童欣瑜 08131640  

11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三甲 廖子葶 07310155  

12 資訊管理 一丙 簡廷諺 08131656  

13 法律系 三甲 邱羽婕 06410602  

14 國事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一甲 周韋立 08590176  

15 創意時尚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一 林浩承 08112133  

16 休憩學系 三甲 林祐亘 07180614  

17 財務金融學系 一乙 黃富維 08540873  

18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一甲 李雅萱 08180250  

19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一甲 陳喬琪 08180063  

20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 三甲 陳星羽 07310723   

21 新傳一甲 一甲 張漢君 08310685  

22 資管系 二甲 陳慧文 07130850  

23 資管系 二甲 張昕渝 07131365  

24 資管系 二甲 盧宛萱 07131260  

25 資管系 二甲 吳宣誼 07130866  

26 資訊管理學系 二甲 李沛盈 07130522  

27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一甲 林繼堽 08310120  

28 資訊管理學系 三丙 方婷鈺 06130185  

29 應用日語學系 三甲 鄒穎思 06440990  

30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三甲 吳泯鴻 06050765  

31 應用中文系 二甲 洪嘉笙 07430641  

32 國企 三丁 張佑安 07570953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33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三甲 姚姿伊 05091241  

34 建築系 一甲 王詩瑋 08240125  

35 建築學系 一甲 李珮綺 08240232  

36 生物科技 四乙 楊芷若 06391172  

  



 

第五梯次 時間：2020.11.15-11.22  00453  B30、B31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1 社科院 公事系 一甲 林芃馨 08070263  

2 應日系 三甲 林靜萱 06440174  

3 資訊傳播工程系 三乙 陳佳昕 06161064  

4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甲 游宛諮 06430412  

5 公共事務學系 一甲 潘書儀 08070174  

6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三乙 蔡可恩 06161110  

7 法律系 四甲 鄭家旻 05410265  

8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 一甲 闕琬庭 08170805  

9 應用英語系 二丙 徐若靈 07423082  

10 商品設計系 三甲 高慧玉 06230585  

11 廣電二甲 二甲 莊雅筑 07321215  

12 生物科技學系 三甲 許采晴 06390726  

13 資工系 二甲 林沛汝 07360673  

14 傳播學院廣播與電視學系 三甲 林紫絜 07320166  

15 應中系 三乙 蔡昀庭 06430092  

16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甲 黃翔民 06433094  

17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甲 許致甄 06430261  

18 應中系 三乙 鄧韵璇 06430332  

19 應用中文學系 三甲 孫世芸 06430633  

20 應用中國文學系 三乙 林家萱 06430163  

21 經濟與金融學系 二甲 林杏潔 07221090  

22 經濟與金融學系 二甲 陳俞吟 07220892  

23 經濟與金融 二甲 賴柔穎 07221284  

24 經濟與金融學系 二甲 田宇誠 07220972  

25 經濟與金融學系 二甲 江芷嫺 07220954  

26 經濟二乙 二乙 黃柏實 07220441  

27 經濟與金融學系 二甲 黃文渝 07223115  

28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二甲 鄭頴禧 07310465  

29 新傳系 三甲 温姿羽 06310865  

30 新聞系 三甲 許瑋芯 06330126  

31 新聞系 三甲 林欣穎 06330073  



編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32 新聞系 三甲 李程程 06330365  

  



第六梯次 時間：2020.11.22-11.29  00454  B30、B31 

編
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1 華語文教學系 三甲 黃芸靖 07450556  

2 華語文教學學系 三甲 謝亨玟 07450522  

3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二甲 邱育潔 07560126  

4 觀光事業學系 三甲 鄧姸伶 06140126  

5 休憩系 三甲 鄭閔謙 06180676  

6 應用英語 二乙 林佳儀 07421934  

7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甲 簡懿臻 06670362  

8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甲 魏宏娟 06180092  

9 應用中國文學系 二甲 賴鈺潔 07430534  

10 資工學系 三甲 陳芯玫 06163011  

11 公共事務系 二甲 黃鈺旻 07070415  

12 犯罪防治學系 三甲 陳玟玟 06380804  

13 犯防系 三甲 陳曉珍 06380174  

14 犯罪防治學系 三甲 葉真臻 06380920  

15 統資 三甲 林建嘉 07170753  

16 資工系 三甲 謝芸瑄 06361183  

17 犯罪防治學系 三甲 許晏珚 06380484  

18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甲 張文瑜 06180421  

19 企業管理學系 三丁 黃士展 06110403  

20 應用日語 二乙 張語真 07441354  

21 應日系 二乙 王怡萱 07441311  

22 應用日文系 二乙 曾子華 07443025  

23 應用中國文學系 二乙 林子睿 07430215  

24 應中系 二乙 蔡依玲 07430091  

25 應用中國文學系 二乙 王順慧 07430942  

26 資訊工程學系 二乙 陳宥廷 07360983  

27 應日系 二乙 楊俊傑 07441176  

28 應用日語學系 二乙 李彥君 07443016  

29 新聞系 三甲 陳韻如 06230631  

30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三甲 丘嘉儀 06312935  

31 資訊工程學系 一甲 謝伊婷 08360611  



編
號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簽名 

32 資工學系 一甲 鄭郁芳 08360175  

33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甲 劉姿旻 06180430  

34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甲 蘇睦珮 06420170  

35 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學系 二甲 潘沛婷 07320884  

36 財金系 二甲 莊采玲 075401031  

37 休憩系 三甲 黃議嬋 0618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