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3月4日台北校區組別
祝敏瑜 企業管理學系
楊威盛 企業管理學系
藍子潔 企業管理學系
黃禹媗 企業管理學系
陳紫涵 企業管理學系
林庭安 企業管理學系
李婉瑜 企業管理學系
林琮恩 企業管理學系
吳秉至 企業管理學系
張晏慈 企業管理學系
曹洹愷 企業管理學系
簡立穎 企業管理學系
丘佳立 企業管理學系
張琪瑩 企業管理學系
陳愷諾 企業管理學系
林欣穎 企業管理學系
朱思齊 企業管理學系
林俞均 企業管理學系
吳岱凌 企業管理學系
游秉軒 企業管理學系
楊妤婕 企業管理學系
蔡秉潔 企業管理學系
吳宜儒 企業管理學系
莊蕓禪 企業管理學系
賴靖弦 企業管理學系
呂心妤 企業管理學系
張庭瑜 企業管理學系
張尹維 企業管理學系
吳沛融 企業管理學系
黃詩涵 企業管理學系
謝心瑜 企業管理學系
李彥霖 企業管理學系
杜杰 企業管理學系
李濱全 企業管理學系
胡秉君 企業管理學系
施霈姍 企業管理學系
連子安 企業管理學系
黃乙淩 企業管理學系
王芷庭 企業管理學系
陳映涵 企業管理學系
李婕 企業管理學系
陸昉廷 企業管理學系
陳若羲 企業管理學系
王姿婷 企業管理學系
金良益 企業管理學系
王姿淇 企業管理學系
吳旻珊 企業管理學系
李宇欣 企業管理學系



陳亭言 企業管理學系
吳辰妍 企業管理學系
陳姿璇 企業管理學系
詹孟秝 企業管理學系
蘇曉昱 企業管理學系
劉家辰 企業管理學系
詹佩儀 企業管理學系
徐鈺珊 企業管理學系
翁詩捷 企業管理學系
高聖景 企業管理學系
林欣臻 企業管理學系
邱渝恩 企業管理學系
秦于閔 企業管理學系
許元瑞 企業管理學系
陳律竹 企業管理學系
葉佳妮 企業管理學系
葉詩涵 企業管理學系
陳家榕 企業管理學系
蔡迪揚 企業管理學系
江汶珈 企業管理學系
謝欣蓓 企業管理學系
陳閎裕 企業管理學系
沈知穎 企業管理學系
張瑀軒 企業管理學系
郭芷妘 法律學系
潘易芝伶法律學系
盧欣怡 法律學系
陳亭君 法律學系
楊耀智 法律學系
高定暐 法律學系
張茜涵 法律學系
林雅涵 法律學系
葉芷伶 法律學系
高楷鈞 法律學系
黄詩雅 法律學系
葉晉瑋 法律學系
孔令獻 法律學系
吳鵠帆 法律學系
郭晏婕 法律學系
歐靜璇 法律學系
馮庭恩 法律學系
孫泧姍 法律學系
吳冠毅 法律學系
陳秉霖 法律學系
賴怡蓁 法律學系
李世婕 法律學系
郭育瑄 法律學系
郭珈佑 法律學系
盧彥妤 法律學系



黃宜蓁 法律學系
盧以琳 法律學系
張佩馨 法律學系
陳沛䭲 法律學系
吳宛庭 法律學系
吳欣宥 法律學系
呂采潔 法律學系
陳禹璇 法律學系
蘇裕惠 法律學系
劉宥鑫 法律學系
周佩璇 法律學系
黃婕伶 法律學系
詹淳斌 法律學系
鄔念杰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岳永霖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張舜恩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王豪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林愉庭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薛晴云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邱詠晴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張倫仕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王苡瑄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許致玫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廖恩慶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洪子凱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廖振傑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鄭凱謙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陳映汝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鄒元皓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雷士鋐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賴哲彬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蔡昇哲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闕妘卉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陳靜瑜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陳巧珮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吳紫涵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游軒宥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呂芊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余盈蓉 財金法律學系
黃昱凱 財金法律學系
劉品緯 財金法律學系
盧冠宇 財金法律學系
簡佳儀 財金法律學系
吳品宣 財金法律學系
齊品媗 財金法律學系
蔡尚芸 財金法律學系
黃晨 財金法律學系
呂哲豪 財金法律學系
陳政嘉 財金法律學系



任芳萱 財金法律學系
李冠賢 財金法律學系
范洛涵 財金法律學系
陳尊旖 財金法律學系
林子渝 財金法律學系
張秝嘉 財金法律學系
周雅嫺 財金法律學系
陳欣鈺 財金法律學系
王思婷 財金法律學系
蕭伯勳 財務金融學系
陳怡儒 財務金融學系
黃仁宗 財務金融學系
赫子毅 財務金融學系
蘇皇銘 財務金融學系
黃湘凌 財務金融學系
朱瑩盈 財務金融學系
張怡婷 財務金融學系
李文如 財務金融學系
侯佩妤 財務金融學系
施亮伃 財務金融學系
呂紹甫 財務金融學系
郭嘉伃 財務金融學系
李哲豪 財務金融學系
柳玉蘋 財務金融學系
江祐君 財務金融學系
柯承瀚 財務金融學系
陳品汝 財務金融學系
蔡佩穎 財務金融學系
謝絮如 財務金融學系
劉芯如 財務金融學系
陳俞文 財務金融學系
胡坊儀 財務金融學系
李怡臻 財務金融學系
方偉丞 財務金融學系
賴信璋 財務金融學系
高敏真 財務金融學系
張子盈 財務金融學系
陳柏曄 財務金融學系
黃馨儀 財務金融學系
李尚濂 財務金融學系
李孟翰 財務金融學系
周詩媛 財務金融學系
陳俊文 財務金融學系
鄭旭淳 財務金融學系
蘇怡如 財務金融學系
簡慧姍 財務金融學系
李冠鴻 財務金融學系
盧盈綺 財務金融學系
謝聿涵 財務金融學系



杜文祥 財務金融學系
張欣慈 財務金融學系
楊硯婷 財務金融學系
張雅婷 財務金融學系
簡梓翔 財務金融學系
何宸瑜 財務金融學系
謝昱琦 財務金融學系
邱紹斌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林昱丞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李怡臻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蔡姍珊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陳寰語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楊昭儀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徐湘凌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王薏涵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溫哲豪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許璇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武凱筠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何芷妘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張惟傑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蕭淳方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呂郁婷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李祐萱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邱羿潔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劉怡廷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劉妍彤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林展丞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林則余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劉瀞堯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楊紫丹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鄭立明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陳沛涵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林庭嫣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丁家麗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劉芷晴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張家云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黃小家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謝家榆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廖芳蕾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李品諭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高苧庭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吳孟璇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林家妤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樊巧柔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陳亮彤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張峻瑜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李芝昀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周廷軒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汪子綾 國際企業學系



賴宜萱 國際企業學系
林欣樺 國際企業學系
蘇妍心 國際企業學系
羅曉婕 國際企業學系
翁鈺晴 國際企業學系
李双怡 國際企業學系
徐珈勤 國際企業學系
曾嘉蓉 國際企業學系
陳品瑩 國際企業學系
詹亮儀 國際企業學系
楊承展 國際企業學系
詹智堯 國際企業學系
陳俊豪 國際企業學系
莊博竣 國際企業學系
劉祐碩 國際企業學系
廖彥誠 國際企業學系
張瑜雯 國際企業學系
賴羿翰 國際企業學系
許婕禹 國際企業學系
郭書妤 國際企業學系
羅意婷 國際企業學系
林沛沂 國際企業學系
黃溎珮 國際企業學系
黃瑀涓 國際企業學系
姜葳葳 國際企業學系
楊子萱 國際企業學系
戴語衡 國際企業學系
張家瑄 國際企業學系
陳俊錡 國際企業學系
黃品瑜 國際企業學系
葉姿伶 國際企業學系
陳怡潔 國際企業學系
柯為喆 國際企業學系
厲祖瑄 國際企業學系
陳怡伶 國際企業學系
高芯怡 國際企業學系
劉芷伶 國際企業學系
李哲銨 國際企業學系
張凱傑 國際企業學系
陳亮宇 國際企業學系
楊又潔 國際企業學系
游聲浩 國際企業學系
鄭如伶 國際企業學系
蓋雨辰 國際企業學系
陳貞蓁 國際企業學系
趙羿屏 國際企業學系
李浩維 國際企業學系
黃珣玓 國際企業學系
蔡汶澄 國際企業學系



林高揚 國際企業學系
楊鈺琳 國際企業學系
謝乙禪 國際企業學系
梁綺珊 國際企業學系
陳怡心 國際企業學系
陳羿潔 國際企業學系
丁佳伶 國際企業學系
林筱庭 國際企業學系
吳雅婷 國際企業學系
張旻宸 國際企業學系
楊家榮 國際企業學系
薛庭君 國際企業學系
胡昭宇 國際企業學系
劉詠潔 國際企業學系
蔡宇涵 國際企業學系
許珍溥 國際企業學系
陳彥廷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簡豫蓁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王妙君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劉宸元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周佳儀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林欣穎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蘇孟筠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張湘婷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蘇家琦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陳禹丞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方語呈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洪浩榮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呂美婷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梁沛琪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陳淳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王莛絜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許博琇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趙語訢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謝家芸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劉芯妤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陳韻安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楊詠晴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王韋婷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李沂諠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許珮涵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劉宇婕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江宗霈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盧怡潔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陳沛綺 新聞學系
王映蕙 新聞學系
吳翊僑 新聞學系
曾譯卉 新聞學系
楊澤宏 新聞學系



侯名芸 新聞學系
廖宇琪 新聞學系
許育瑄 新聞學系
鄧寧儀 新聞學系
沈家齊 新聞學系
郭禹岑 新聞學系
葉珮妤 新聞學系
林可妮 新聞學系
陳沛妤 新聞學系
許安喬 新聞學系
鄭有江 新聞學系
陳柏瑩 新聞學系
陳采妮 新聞學系
蔡羽喬 新聞學系
邵芊 新聞學系
高敏婕 新聞學系
陳彥伶 新聞學系
宋清昀 新聞學系
葉馨婷 新聞學系
張邑甄 會計學系
黃薇倩 會計學系
林佑蓉 會計學系
黃奕甄 會計學系
魏筱嬡 會計學系
張綰蓁 會計學系
劉軍佑 會計學系
鍾淳渝 會計學系
李文瑜 會計學系
陳羿君 會計學系
廖翊晴 會計學系
王怡婷 會計學系
王曰慈 會計學系
陳微雅 會計學系
林采霓 會計學系
陳佩妮 會計學系
林書菡 會計學系
黃芯渝 會計學系
李宜庭 會計學系
陳郁雯 會計學系
陳力綺 會計學系
劉品宏 會計學系
張紫潔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林鉦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潘亭萱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余妮妮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王齡瑨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陳品君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楊舜心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胡凱銘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劉文琳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李祉萱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林希晏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陳薏婷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趙奕瑄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高玉芊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張珈綺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李湘淇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王麗淳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蔡惠如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何其佳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高于釉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葛芷帆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莊凱萱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歐亭琳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魏程萱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李冠賢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張佳瑋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蔡秀莉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遲家云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謝心瑜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張詠渝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張宜庭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林軒立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陳郁凌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吳軒霈 廣播電視學系
黃念晴 廣播電視學系
朱孝千 廣播電視學系
陳佳茵 廣播電視學系
蔡宇辰 廣播電視學系
賴冠豪 廣播電視學系
謝毓芳 廣播電視學系
簡韞珊 廣播電視學系
嚴培勻 廣播電視學系
林彥妤 廣播電視學系
何冠儒 廣播電視學系
陳莘霓 廣播電視學系
陳筠儒 廣播電視學系
盧欣琳 廣播電視學系
林軒羽 廣播電視學系
陳宇彤 廣播電視學系
趙恩婷 廣播電視學系
陳怡霖 廣播電視學系
周子甄 廣播電視學系
陳怡潔 廣播電視學系
葉尚澤 廣播電視學系
吳俊瑄 廣播電視學系
徐幸羚 廣播電視學系
鄭沛晴 廣播電視學系



趙方薇 廣播電視學系
葉芷茵 廣播電視學系
余佳玲 廣播電視學系
解蕎 廣播電視學系
卓佩璇 廣播電視學系
許皓翔 廣播電視學系
王偉妮 廣播電視學系
蔡宜庭 廣播電視學系
張立欣 廣播電視學系
黃郁絜 廣播電視學系
黃庭萱 廣播電視學系
王宇婕 廣播電視學系
林菀宣 廣播電視學系
陳宜貞 廣播電視學系
吳洛妘 廣播電視學系
徐微欣 廣播電視學系
陳家樺 廣播電視學系
邱巧縈 廣播電視學系
林芝亦 廣播電視學系
郭韋彤 廣播電視學系
葉曼茵 廣播電視學系
熊天珩 廣播電視學系
謝沛宏 廣播電視學系
周襄庭 廣播電視學系
柳雅婷 廣播電視學系
張馨方 廣播電視學系
陳詩雅 廣播電視學系
呂怡慧 廣播電視學系
許富涵 廣播電視學系
梁書禎 廣播電視學系
呂冠君 廣播電視學系
陳庭 廣播電視學系
武靖 廣播電視學系
梁暄祁 廣播電視學系
許玉如 廣播電視學系
彭冠婷 廣播電視學系
黃郁婷 廣播電視學系
葉芸彤 廣播電視學系
葉姿妤 廣播電視學系
葉譯琳 廣播電視學系
趙婕如 廣播電視學系
劉子筠 廣播電視學系
涂瀚云 廣播電視學系
吳婕瑜 廣播電視學系
方暄妤 廣播電視學系
邱文潔 廣播電視學系
秦暄閔 廣播電視學系
劉致毅 廣播電視學系
鄭凱中 廣播電視學系



吳昀瑮 廣播電視學系
林映彤 廣播電視學系
賴宥妡 廣播電視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