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2富蘭克林講座課程預選名單A組

序號 學系 年級 學號 姓名 

1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118 陳穎萱

2 企管系 三年級 4153305 陳禾強

3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140 董宜雯

4 企管系 四年級 3153301 施宜彣

5 國貿系 三年級 4154117 潘育誠

6 財精系 四年級 2111107 廖家頤

7 財精系 四年級 3115237 郭亭妦

8 經濟系 四年級 3151222 蔡秉謙

9 企管系 三年級 4153337 陳品蓉

10 國貿系 四年級 3154251 呂宜庭

11 國貿系 四年級 3154250 林品妤

12 國貿系 四年級 3154239 洪瑄如

13 財精系 四年級 3155337 楊梦珈

14 財精系 四年級 3155342 洪詩涵

15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139 林佩萱

16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152 陳怡安

17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228 楊亦秭

18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143 吳宜庭

19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353 曾珮瑜

20 經濟系 四年級 3151141 邱芳郁

21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317 詹筱婕

22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122 謝宜庭

23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336 翁靖容

24 財精系 四年級 3155311 施亭竹

25 經濟系 四年級 3151102 柯孫驊

26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239 林千玉

27 企管系 三年級 4153345 李宥霖

28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110 張亞涵

29 國貿系 四年級 3115212 林佳蓉

30 經濟系 四年級 3115223 張立欣



 

31 企管系 四年級 3153338 蘇雅琦

32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218 錢怡勳

33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318 郭芸筑

34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331 賴思羽

35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350 魏華

36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221 廖筑聆

37 經濟系 四年級 3151311 王思皓

38 企管系 四年級 3153328 林宇焄

39 企管系 四年級 3153381 陳毓鈴

40 企管系 四年級 3153107 陳藝文

41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103 馮紹瑄

42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127 毛顗安

43 企管系 三年級 4153405 袁鈺雯

44 企管系 三年級 4115235 邱千芳

45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213 謝宜汝

46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255 黃詩媛

47 企管系 三年級 4153156 廖友甄

48 企管系 四年級 3153283 陳柔合

49 其他: 四年級 3141333 胡豈瑄

50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138 張永霖

51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184 石瀞元

52 經濟系 四年級 3151286 李芳瑀

53 企管系 三年級 4153344 陳詠絜

54 企管系 三年級 4153350 楊雨成

55 經濟系 三年級 4151322 徐霈宜

56 企管系 四年級 3153381 陳毓鈴

57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207 張潔心

58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303 陳鈺茜

59 其他: 四年級 3600008 鄭穎文

60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122 陳仲倫



 

61 財精系 三年級 4155502 劉效成

62 財精系 三年級 4155256 蔡絢雯

63 財精系 三年級 4155230 陳詠娸

64 其他: 三年級 4170203 劉馨雅

65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283 許伯安

66 會計系 四年級 3152259 謝怡瑄

67 財精系 三年級 4155125 洪翌瑄

68 財精系 三年級 4155115 朱筱妤

69 會計系 三年級 4152423 黃怡潔

70 資管系 四年級 3156241 甘景昀

71 資管系 四年級 3156238 彭依璇

72 國貿系 三年級 4154150 游雅婷

73 國貿系 三年級 4154114 林怡君

74 會計系 延修生 2152205 宋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