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班正取 學系 年級 學號 姓名
1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354 陳稚蕙
2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501 季一舟
3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146 李璇
4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356 劉煒成
5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347 王孝睿
6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340 廖士博
7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123 鄒禹晨
8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110 蕭伊廷
9 財精系 四年級 06131028 陳宜湄
10 財精系 三年級 07155224 李瑀珈
11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148 陳煜霖
12 巨資學院 三年級 07170204 沈佩萱
13 經濟系 四年級 06151343 林瑋柔
14 經濟系 四年級 06151345 莊欣潔
15 財精系 三年級 07170227 羅鈺涵
16 資管系 碩士生 08356019 賴姿伶
17 財精系 三年級 07155229 曾詺竣
18 財精系 三年級 07155240 熊佑嘉
19 財精系 三年級 07155222 郭懿葶
20 經濟系 四年級 06151336 林佳瑩
21 經濟系 四年級 06151346 簡廷安
22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217 馮子薰
23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138 吳心瑗
24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306 李芷菱
25 財精系 三年級 07155701 孫晨一
26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501 呂悅越
27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305 劉晉嘉
28 國貿系 四年級 05112016 鄧珮妤
29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155 邊煜婷
30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313 楊棠琄
31 經濟系 碩士生 09351010 陳博勁
32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801 孟芷漫
33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120 游家禎
34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255 游鎧謙
35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09 郭品辰
36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81 簡婕
37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32 梁瑜庭
38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40 蔡佳妤
39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310 盧書儀
40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701 遲銘心
41 巨資學院 三年級 07170206 朱筑筠
42 企管系 三年級 07153347 賴思丞
43 資管系 四年級 06156116 許崴博
44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51 歐庭慈
45 企管系 三年級 07153328 薛婷勻
46 巨資學院 三年級 07170236 王柏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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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巨資學院 三年級 07170210 楊杰
48 巨資學院 三年級 07170214 黃翊寧
49 國貿系 四年級 06154224 廖昱翰
50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22 徐維岑
51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120 梁書維
52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252 賴玟涵
53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317 莊曉蓓
54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239 游傑惟
55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254 蔡孟欣
56 財精系 四年級 06155253 余晏慈
57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143 劉宇庭
58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125 張予慈
59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229 顧豫茗
60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228 李欣怡
61 巨資學院 三年級 07170222 吳承翰
62 資管系 三年級 07156147 侯允禔
63 資管系 三年級 07156124 黃若愷
64 資管系 三年級 07156151 陳羿丞
65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41 林洳瑩
66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219 吳秉頤
67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35 黃心瀅
68 企管系 三年級 07153135 張惟寧
69 資管系 四年級 06156173 簡愷呈
70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233 陳璟佳
71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230 蔡蕓襄
72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258 杜品蓉
73 國貿系 三年級 07154223 周力宏
74 資管系 四年級 06156224 黃姵琪
75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212 陳昱嘉
76 企管系 三年級 07153414 陳玟卉
77 經濟系 四年級 06151223 李忠原
78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108 楊佳諭
79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119 楊立群
80 資管系 四年級 06156201 郭承鑫
81 資管系 四年級 06156104 林俊銘
82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171 何砡萱
83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123 林玥伶
84 資管系 四年級 06156122 鍾承廷
85 經濟系 三年級 07151258 林詩涵
86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315 廖崇恩
87 會計系 四年級 06152146 黃彥澄
88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422 江心瑜
89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446 翁品皙
90 會計系 三年級 07152105 丁妍元
91 經濟系 四年級 06151112 郭巧瑜
92 企管系 三年級 07153336 劉佳洵
93 企管系 三年級 07153355 黃仲瑜
94 經濟系 四年級 06151318 曾禾宥
95 國貿系 四年級 06154119 溫想想
96 資管系 三年級 0715614 侯允禔



97 財精系 三年級 07155158 林佳儀
98 資管系 四年級 06156153 羅欣妮
99 會計系 三年級 07121223 盧彥君
100 經濟系 三年級 07121213 林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