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 學號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出國學期 出國期程

國經學程 S05910067 林○妃 三一大學 秋季 一學年

經濟系 S04522045 吳○蓁 大分大學 春季 一學期

美術系 S05710027 徐○ 天普大學 春季 一學年

國經學程 S06910013 何○緯 天普大學 秋季 一學期

外文系 S04120219 董○菁 天普大學 秋季 一學期

企管系 s06410317 楊○穎 北帕克大學 秋季 一學年

社會系 S03730032 郭○璦 北帕克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外文系 S06120232 詹○淇 卡斯蒂利亞-拉曼恰大學 春季 一學期

企管系 s04410242 吳○萱 卡斯蒂利亞-拉曼恰大學 秋季 一學期

國經學程 S06910068 阮○源 布拉格大都會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國貿系 S05420142 陳○云 布拉格大都會大學 秋季 一學期

企管系 S05410240 張○倫 布魯塞爾管理學院 秋季 一學期

企管系 S04410333 陳○諠 布魯塞爾管理學院 春季 一學期

國經學程 S05910009 林○暄 企業領導者管理學院 秋季 一學年

企管系 S04410155 張○惠 全北大學 春季 一學期

政治系 S06532053 洪○妤 明斯特大學 秋季 一學年

財金系 S06532063 鄭○ 明斯特大學 秋季 一學年

會計系 S04430264 周○ 長老學院 春季 一學期

外文系 S04120260 葉○鋆 柏林管理學院 春季 一學期

外文系 S04120215 謝○芸 柏林管理學院 秋季 一學期

財金系 S06440263 鄭○娜 洛克海文大學 秋季 一學年

永續學程 s05920034 林○哲 哥廷根應用科技大學 秋季 一學年

永續學程 S05920033 張○玟 哥廷根應用科技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國貿系 S04420109 王○岑 哥廷根應用科技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外文系 G06121004 謝○珠 哥廷根應用科技大學 秋季 一學年

企管系 s05410137 沈○儀 根特大學學院 秋季 一學年

外文系 S05120203 李○ 根特大學學院 秋季 一學期

工工系 S04330152 謝○佑 琉球大學 秋季 一學期

國經學程 S05910036 張○嘉 密利克大學 秋季 一學期

工工系 S06330162 劉○妘 密利克大學 秋季 一學期

外文系 S06120240 伍○璇 密利克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國貿系 S06420262 張○昀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管理中心 秋季 一學年

社工系 s03560132 李○真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管理中心 秋季 一學期

國經學程 S04910016 蔡○樺 奧波萊大學 春季 一學期

政治系 S06531043 陳○第 奧波萊大學 秋季 一學年

美術系 S05710015 廖○筑 聖保羅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國經學程 S06910008 梁○馨 聖保羅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國經學程 s05910035 陳○琇 聖保羅大學 秋季 一學期

經濟系 S05521208 王○慈 達文西學院 春季 一學年

餐旅系 S04660019 許○瑄 達拉納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外文系 s04120251 李○筠 達拉納大學 秋季 一學年

餐旅系 S06660021 胡○真 雷恩商學院 秋季 一學期

經濟系 s05522043 翁○嫣 雷恩商學院 秋季 一學期

外文系 S04120136 林○倚 蒙彼利埃第二大學 春季 一學期

餐旅系 S05660043 陳○怡 蒙彼利埃第二大學 秋季 一學年

哲學所 G06190001 陳○姍 嶺南大學 春季 一學年

企管系 G07410714 織○彩夏 嶺南大學 春季 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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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s06150104 陳○蓁 嶺南大學 秋季 一學期

經濟系 S06522043 林○緯 韓南大學 春季 一學期

政治系 S04532035 董○辰 韓國天主教大學 春季 一學年

物理系 S04211033 張○姍 韓國天主教大學 春季 一學期

企管系 S04410372 班○ 羅馬第二大學 春季 一學期

企管系 s04410161 橋○彩加 羅馬第二大學 春季 一學期

外文系 S05120238 林○安 關西外國語大學 秋季 一學期

財金系 S04750068 黃○帆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

生科系 S05232036 朱○妤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2)

永續學程 S05920013 黃○倪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3)

資管系 S0449066 王○風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4)

企管系 S04560228 黃○婕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5)

企管系 s04410131 黃○語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6)

國經學程 S05910014 章○安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7)

社會系 S05550137 黃○卿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8)

經濟系 S05522025 蘇○蓉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9)

日文系 S04150250 戴○格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0)

中文系 S03110166 游○甄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1)

國貿系 S04420350 王○章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2)

外文系 S04120266 陳○筠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3)

國經學程 S05910068 張○亞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4)

國經學程 S05910039 徐○恩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5)

政治系 S04532039 蔡○涵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6)

經濟系 S04521131 鄭○翰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7)

企管系 S04410123 楊○潁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8)

音樂所 G06720001 李○君 可參加二次遞補 (遞補次序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