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學號 姓名 場次

1100205106 陳○穎 下午場

1101204011 曾○芳 下午場

1101204139 葉○ 下午場

1101205108 王○嫻 下午場

1101208034 劉○潔 下午場

1101213037 陳○宗 下午場

1101213053 余○藍 下午場

1102201080 李○綺 下午場

1102203018 王○萱 下午場

1102205090 杜○欣 下午場

1102205121 陳○翰 下午場

1102208101 鄭○瀚 下午場

1102210027 王○毅 下午場

1102210032 黃○欣 下午場

1102213049 曾○慈 下午場

1102213113 蕭○竹 下午場

1103200021 翁○佳 下午場

1103200022 李○涵 下午場

1103200036 謝○妤 下午場

1103200044 劉○宜 下午場

1103200049 潘○伶 下午場

1103200052 林○亘 下午場

1103200087 曾○綺 下午場

1103200097 王○璇 下午場

1103200105 周○漁 下午場

1103200132 李○貞 下午場

1103200142 范○紅鳳 下午場

1103200145 趙○晴 下午場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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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0146 陳○琦 下午場

1103200163 蕭○軒 下午場

1103200167 陳○仰 下午場

1103201013 陳○青 下午場

1103201024 施○伶 下午場

1103201036 李○兒 下午場

1103201038 蔡○蓁 下午場

1103201044 周○君 下午場

1103201084 賴○睿 下午場

1103201090 詹○淳 下午場

1103201102 林○薇 下午場

1103201107 劉○辛 下午場

1103201108 陳○瑄 下午場

1103201112 王○蘋 下午場

1103201115 陳○安 下午場

1103201116 陳○如 下午場

1103201117 黃○萱 下午場

1103201119 葉○霖 下午場

1103201120 黃○詠 下午場

1103202007 謝○庭 下午場

1103202010 何○筠 下午場

1103202016 蔡○雯 下午場

1103202020 何○嘉 下午場

1103202023 呂○琪 下午場

1103202027 蔡○容 下午場

1103202028 李○燁 下午場

1103202029 遲○元 下午場

1103202037 安○荷 下午場

1103202043 楊○蘋 下午場

2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2052 李○蓉 下午場

1103202054 鍾○洋 下午場

1103202055 吳○姍 下午場

1103202077 李○鈞 下午場

1103202078 李○晏 下午場

1103202083 賴○菱 下午場

1103202092 蔡○婷 下午場

1103202097 李○錚 下午場

1103202100 蔡○芸 下午場

1103202104 詹○懿 下午場

1103202105 時○瑀 下午場

1103202107 林○如 下午場

1103202110 張○筑 下午場

1103202117 陳○如 下午場

1103202120 劉○瀅 下午場

1103203001 陳○霖 下午場

1103203004 應○君 下午場

1103203016 劉○ 下午場

1103203020 郭○恩 下午場

1103203022 吳○敏 下午場

1103203027 邱○琳 下午場

1103203032 鄭○萱 下午場

1103203036 莫○嬛 下午場

1103203046 唐○宜 下午場

1103203049 張○靜 下午場

1103203079 楊○馨 下午場

1103203080 王○雯 下午場

1103203092 陳○芯 下午場

1103203098 賴○潔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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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3101 林○儀 下午場

1103203103 吳○蓁 下午場

1103203104 劉○暳 下午場

1103203105 林○博 下午場

1103203108 周○晴 下午場

1103203112 林○萱 下午場

1103204003 丁○棋 下午場

1103204004 簡○恩 下午場

1103204005 欒○儒 下午場

1103204006 陳○妏 下午場

1103204007 林○平 下午場

1103204010 高○晴 下午場

1103204012 謝○達 下午場

1103204013 簡○薏 下午場

1103204016 陳○儒 下午場

1103204017 黃○和 下午場

1103204018 張○芳 下午場

1103204020 黃○甯 下午場

1103204026 孫○佑 下午場

1103204027 黃○雯 下午場

1103204028 陳○嘉 下午場

1103204029 張○ 下午場

1103204034 曾○宣 下午場

1103204036 盧○君 下午場

1103204038 蕭○軒 下午場

1103204039 徐○茜 下午場

1103204041 張○筑 下午場

1103204048 蔣○蘋 下午場

1103204049 沈○慧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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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4065 游○嫻 下午場

1103204067 陳○如 下午場

1103204070 潘○汶 下午場

1103204072 賴○姍 下午場

1103204073 葉○萱 下午場

1103204076 陳○婷 下午場

1103204077 簡○伃 下午場

1103204079 呂○晴 下午場

1103204084 楊○閑 下午場

1103204085 游○萱 下午場

1103204087 戴○如 下午場

1103204088 黃○珊 下午場

1103204089 陶○安 下午場

1103204090 黃○惠 下午場

1103204092 曾○瑜 下午場

1103204093 張○翎 下午場

1103204095 許○潔 下午場

1103204097 蔡○茹 下午場

1103204099 宋○宜 下午場

1103204102 林○融 下午場

1103204138 余○宏 下午場

1103204147 馬○棫 下午場

1103204148 張○嘉 下午場

1103204149 張○豪 下午場

1103204151 朱○柔 下午場

1103204152 廖○蓮 下午場

1103204153 嚴○樺 下午場

1103204154 張○儒 下午場

1103204158 陳○廷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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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4159 趙○柔 下午場

1103204161 楊○容 下午場

1103204165 曹○鈞 下午場

1103204166 許○芠 下午場

1103204167 馬○櫻 下午場

1103204169 吳○嘉 下午場

1103204170 黃○欣 下午場

1103204172 陳○瑜 下午場

1103204175 王○珮 下午場

1103204176 張○渝 下午場

1103204187 吳○叡 下午場

1103204188 謝○晴 下午場

1103204198 羅○瑜 下午場

1103204199 徐○呈 下午場

1103204211 黃○潔 下午場

1103204217 黃○翔 下午場

1103204218 徐○柔 下午場

1103204219 李○琪 下午場

1103204221 周○生 下午場

1103204222 張○鈞 下午場

1103204223 盧○彣 下午場

1103204224 王○婕 下午場

1103204225 詹○儒 下午場

1103204227 呂○純 下午場

1103204228 張○婷 下午場

1103204229 王○雅 下午場

1103204230 謝○育 下午場

1103204233 朱○儀 下午場

1103204234 張○婷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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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4237 張○ 下午場

1103204238 徐○文 下午場

1103204239 張○珊 下午場

1103205004 陳○均 下午場

1103205010 蔡○鈴 下午場

1103205012 林○萱 下午場

1103205013 黃○茜 下午場

1103205015 林○玲 下午場

1103205017 吳○綺 下午場

1103205020 王○婕 下午場

1103205021 郭○境 下午場

1103205023 周○妤 下午場

1103205024 陳○庭 下午場

1103205026 張○鳳 下午場

1103205027 陳○婷 下午場

1103205029 徐○歆 下午場

1103205034 侯○儒 下午場

1103205035 蔡○齡 下午場

1103205036 鄭○欽 下午場

1103205038 徐○ 下午場

1103205039 朱○莉 下午場

1103205041 李○綺 下午場

1103205042 曾○惟 下午場

1103205045 李○祥 下午場

1103205046 劉○庭 下午場

1103205049 許○君 下午場

1103205050 黃○苓 下午場

1103205051 許○姍 下午場

1103205054 劉○慈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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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5056 高○筑 下午場

1103205061 陳○樺 下午場

1103205066 吳○婷 下午場

1103205070 石○ 下午場

1103205071 劉○純 下午場

1103205072 黃○瑋 下午場

1103205074 何○雯 下午場

1103205076 林○伃 下午場

1103205077 江○真 下午場

1103205078 孟○儒 下午場

1103205081 蔡○庭 下午場

1103205083 陳○芳 下午場

1103205085 林○誼 下午場

1103205087 曾○堯 下午場

1103205090 陳○敏 下午場

1103205091 張○晴 下午場

1103205093 詹○均 下午場

1103205095 魏○凌 下午場

1103205096 蔡○茹 下午場

1103205100 林○妤 下午場

1103205101 林○論 下午場

1103205102 黃○芬 下午場

1103205103 王○晟 下午場

1103205104 曾○婷 下午場

1103205105 王○婷 下午場

1103205106 羅○欣 下午場

1103205108 黃○怡 下午場

1103205109 邱○筑 下午場

1103205113 蕭○佳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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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5117 周○罕 下午場

1103205118 邱○綺 下午場

1103205119 許○恩 下午場

1103205120 陳○琮 下午場

1103205121 林○萍 下午場

1103208022 許○婷 下午場

1103208024 魏○如 下午場

1103208028 蔡○玲 下午場

1103208031 游○莉 下午場

1103208037 梁○緩 下午場

1103208038 王○薇 下午場

1103208040 藍○彤 下午場

1103208044 周○吟 下午場

1103208053 吳○萱 下午場

1103208077 詹○羽 下午場

1103208079 劉○彤 下午場

1103208094 李○蓉 下午場

1103208095 蕭○汝 下午場

1103208099 歐○家 下午場

1103208101 陳○筠 下午場

1103208103 鍾○芯 下午場

1103208105 林○君 下午場

1103208108 劉○誼 下午場

1103208109 盧○婷 下午場

1103208110 林○羽 下午場

1103209014 劉○葶 下午場

1103209023 陳○穎 下午場

1103209041 繆○儒 下午場

1103209045 黃○萱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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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09046 吳○璂 下午場

1103209047 李○瑜 下午場

1103209051 王○心 下午場

1103210001 蔡○妤 下午場

1103210004 蕭○方 下午場

1103210015 游○芳 下午場

1103210027 賴○妤 下午場

1103210038 張○茹 下午場

1103210042 姚○宣 下午場

1103210047 徐○爵 下午場

1103210055 吳○怡 下午場

1103211002 廖○菁 下午場

1103211005 鍾○函 下午場

1103211006 宋○柔 下午場

1103211008 邱○秦 下午場

1103211010 蔡○芸 下午場

1103211013 吳○芸 下午場

1103211015 羅○佐 下午場

1103211016 郭○瑄 下午場

1103211017 曹○文 下午場

1103211020 楊○宇 下午場

1103211022 薛○文 下午場

1103211024 李○誼 下午場

1103211025 周○雯 下午場

1103211026 黃○芸 下午場

1103211029 林○慧 下午場

1103211030 雷○聿 下午場

1103211033 高○晨 下午場

1103211034 樓○羽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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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11035 林○興 下午場

1103211037 楊○媗 下午場

1103211038 陳○如 下午場

1103211039 吳○瑋 下午場

1103211061 陳○甄 下午場

1103211065 王○茹 下午場

1103211066 陳○均 下午場

1103211067 羅○婷 下午場

1103211069 蘇○威 下午場

1103211072 楊○尹 下午場

1103211073 翁○瑄 下午場

1103211075 高○雯 下午場

1103211076 蔡○綺 下午場

1103211077 王○雯 下午場

1103211078 杭○儀 下午場

1103211079 蕭○勻 下午場

1103211080 蘇○慈 下午場

1103211081 蔡○君 下午場

1103211082 李○樺 下午場

1103211083 蔡○萱 下午場

1103211087 葉○柏 下午場

1103211088 陳○峰 下午場

1103211090 湯○誠 下午場

1103211091 張○綺 下午場

1103211092 朱○喬 下午場

1103211093 曾○安 下午場

1103211094 陳○晏 下午場

1103211095 潘○辰 下午場

1103211097 程○寧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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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11100 黃○宇 下午場

1103211101 謝○政 下午場

1103212013 卓○穎 下午場

1103212036 吳○霖 下午場

1103212041 張○偉 下午場

1103212049 黃○媛 下午場

1103212058 姚○儒 下午場

1103213001 成○瑩 下午場

1103213005 李○玹 下午場

1103213007 溫○磊 下午場

1103213008 陳○慈 下午場

1103213011 施○柔 下午場

1103213012 楊○寧 下午場

1103213013 傅○貽 下午場

1103213020 蔡○君 下午場

1103213026 許○綺 下午場

1103213027 高○雯 下午場

1103213029 林○諠 下午場

1103213041 繆○ 下午場

1103213043 李○恩 下午場

1103213046 陳○茹 下午場

1103213050 李○舒 下午場

1103213054 林○儒 下午場

1103213060 蔡○璉 下午場

1103213061 林○玟 下午場

1103213065 謝○彣 下午場

1103213070 方○承 下午場

1103213072 陳○佐 下午場

1103213076 趙○婷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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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3213077 郭○伶 下午場

1103213081 康○舒 下午場

1103213092 徐○虹 下午場

1103213093 陳○廷 下午場

1103213094 蔡○庭 下午場

1103213095 焦○恩 下午場

1103213096 程○瑋 下午場

1103213098 陳○筑 下午場

1103213099 楊○珺 下午場

1103213100 蔡○庭 下午場

1103213102 林○芳 下午場

1103213103 廖○茜 下午場

1103213104 傅○婷 下午場

1103213105 張○凱 下午場

1103213107 陳○欣 下午場

1103213108 應○虹 下午場

1103213110 林○方 下午場

1103213111 翁○憶 下午場

1103213112 陳○淑 下午場

1103213113 盧○佳 下午場

1103213114 劉○佳 下午場

1103213124 孟○宇 下午場

1103213126 唐○宸 下午場

1103213127 葉○臻 下午場

1103213128 林○萱 下午場

1103213129 黃○儒 下午場

1103213130 賴○文 下午場

1103213132 紀○豪 下午場

1103213133 邱○淼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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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0009 陳○德 下午場

1104200010 李○謚 下午場

1104200017 蔡○恩 下午場

1104200025 陳○祈 下午場

1104200030 江○豪 下午場

1104200032 邱○柔 下午場

1104200033 胡○霖 下午場

1104200036 許○婷 下午場

1104200037 丁○臻 下午場

1104200041 謝○媛 下午場

1104200045 洪○語 下午場

1104200046 黃○婷 下午場

1104200047 郭○寶 下午場

1104200049 柯○安 下午場

1104200054 ○ Nonoko 下午場

1104200068 留○庭 下午場

1104200076 邱○嵐 下午場

1104200083 劉○芬 下午場

1104200085 張○瑜 下午場

1104200086 潘○麗 下午場

1104200095 陳○穎 下午場

1104200099 賈○鈞 下午場

1104200100 黃○雅 下午場

1104200103 楊○華 下午場

1104200108 邱○宣 下午場

1104200112 ○ Gansukh 下午場

1104200114 ○ Halim 下午場

1104200115 ○ Eifelia Panggaraan ○ 下午場

1104200117 ○ Jodi Putra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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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0129 張○尹 下午場

1104200131 林○妘 下午場

1104200132 李○萍 下午場

1104200133 許○晴 上午場

1104200134 冉○瑀 下午場

1104200135 侯○蓁 下午場

1104200139 魏○甄 下午場

1104200140 楊○儀 下午場

1104200143 張○淇 下午場

1104200148 黃○雅 下午場

1104200150 柯○君 下午場

1104200151 孔○妤 下午場

1104200153 林○庭 下午場

1104200154 盧○銘 下午場

1104200155 盧○珉 下午場

1104200156 紀○如 下午場

1104200159 周○媛 下午場

1104200160 林○伶 上午場

1104200164 蔡○育 下午場

1104200168 曾○津 下午場

1104200169 ○ Hinako 下午場

1104200174 陳○ 下午場

1104201005 劉○池 下午場

1104201006 黃○綺 下午場

1104201009 林○健 下午場

1104201011 高○勳 下午場

1104201014 鄒○馨 下午場

1104201018 葉○涵 下午場

1104201019 周○岑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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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1022 林○萱 下午場

1104201029 陳○戎 下午場

1104201030 郭○笠 下午場

1104201031 陳○芳 下午場

1104201033 李○穎 下午場

1104201034 邱○真 下午場

1104201036 吳○捷 下午場

1104201038 顏○洋 下午場

1104201039 陳○穎 下午場

1104201040 魏○如 下午場

1104201041 鄭○璇 下午場

1104201046 鄭○萍 下午場

1104201047 林○靜 下午場

1104201049 張○純 下午場

1104201050 郭○菱 下午場

1104201052 黃○元 下午場

1104201054 黃○詒 下午場

1104201064 劉○彣 下午場

1104201066 李○德 下午場

1104201071 古○萱 下午場

1104201072 陳○彣 下午場

1104201073 林○洋 下午場

1104201074 柯○婷 下午場

1104201076 李○婕 下午場

1104201080 陳○臻 下午場

1104201081 呂○芸 下午場

1104201084 李○蓁 下午場

1104201086 陳○琪 下午場

1104201089 謝○蓉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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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1090 林○秀 下午場

1104201092 張○璇 下午場

1104201093 徐○婷 下午場

1104201095 李○菁 下午場

1104201097 張○翔 下午場

1104201099 黃○瑄 下午場

1104201101 葉○安 下午場

1104201106 車○華 下午場

1104201107 張○涵 下午場

1104201109 戴○倪 下午場

1104201111 李○梧 下午場

1104201115 黃○茹 下午場

1104201119 鄭○儀 下午場

1104202006 曾○翎 下午場

1104202010 顧○伊 下午場

1104202011 逄○靖 下午場

1104202029 陳○心 下午場

1104202030 蕭○棻 下午場

1104202031 黃○瑩 下午場

1104202035 楊○伊 下午場

1104202040 黃○皓 下午場

1104202041 廖○閎 下午場

1104202043 陳○蓉 下午場

1104202044 王○婷 下午場

1104202046 蔡○萱 下午場

1104202048 梁○瑜 下午場

1104202052 張○庭 下午場

1104202053 候○妤 下午場

1104202054 呂○伶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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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2055 蔡○瑜 下午場

1104202056 張○棉 下午場

1104202057 黃○恩 下午場

1104202059 杜○曦 下午場

1104202062 何○妮 下午場

1104202065 簡○萱 下午場

1104202071 陳○君 下午場

1104202072 林○丞 下午場

1104202076 林○珍 下午場

1104202079 陳○喬 下午場

1104202081 莊○迦 下午場

1104202088 蔡○蘋 下午場

1104202089 石○真 下午場

1104202096 陳○縈 下午場

1104202101 洪○綺 下午場

1104202106 傅○婷 下午場

1104202107 司○昕 下午場

1104202108 顏○庭 下午場

1104202110 洪○婷 下午場

1104202112 陳○瑋 下午場

1104203008 游○眉 下午場

1104203011 張○瑜 下午場

1104203013 張○鈴 下午場

1104203017 李○程 下午場

1104203019 盧○萱 下午場

1104203021 黃○豪 下午場

1104203023 許○玲 下午場

1104203025 張○函 下午場

1104203028 余○琳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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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3029 劉○瑄 下午場

1104203031 曾○蓉 下午場

1104203033 柳○庭 下午場

1104203035 劉○彣 下午場

1104203038 鄭○妤 下午場

1104203041 黃○瑜 下午場

1104203045 黃○綺 下午場

1104203046 鄭○銨 下午場

1104203048 陳○甄 下午場

1104203049 張○鈞 下午場

1104203055 黃○儀 下午場

1104203056 ○ Ryo 上午場

1104203067 許○婷 下午場

1104203069 洪○萍 下午場

1104203070 黃○婷 下午場

1104203075 楊○芳 下午場

1104203078 黃○庭 下午場

1104203081 陳○君 下午場

1104203083 詹○恩 下午場

1104203087 柯○和 下午場

1104203092 徐○昕 下午場

1104203095 徐○雅 下午場

1104203097 劉○欣 下午場

1104203099 黃○雯 下午場

1104203103 江○ 下午場

1104203109 蘇○謙 下午場

1104203114 陳○伊 下午場

1104203115 林○柔 下午場

1104203116 侯○安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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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3118 蔡○婕 下午場

1104204003 周○馨 下午場

1104204005 詹○如 下午場

1104204006 張○芳 下午場

1104204007 張○雯 下午場

1104204008 曾○懷 下午場

1104204009 鄭○云 下午場

1104204011 王○懷 下午場

1104204013 田○文 下午場

1104204016 顏○誼 下午場

1104204017 邱○郡 下午場

1104204018 蔡○樺 下午場

1104204019 李○ 下午場

1104204020 鍾○ 下午場

1104204023 林○歆 下午場

1104204024 許○茵 下午場

1104204025 林○慧 下午場

1104204026 林○儀 下午場

1104204027 侯○鍵 上午場

1104204028 呂○暄 下午場

1104204029 何○蓉 下午場

1104204030 林○閔 下午場

1104204031 李○瑩 下午場

1104204033 邱○婷 下午場

1104204034 顏○皓 下午場

1104204035 張○晴 下午場

1104204036 顏○玉 下午場

1104204037 陳○羽 下午場

1104204038 林○寰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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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4039 邱○凱 下午場

1104204040 葉○瑄 下午場

1104204041 陳○緣 下午場

1104204042 洪○成 下午場

1104204043 鍾○遠 下午場

1104204045 徐○婷 下午場

1104204046 黎○欣 下午場

1104204047 張○慈 下午場

1104204051 鄭○廷 下午場

1104204052 王○逵 下午場

1104204065 蔡○雅 下午場

1104204068 羅○ 下午場

1104204069 詹○茹 下午場

1104204071 楊○琦 下午場

1104204077 蘇○文 下午場

1104204079 黎○廷 下午場

1104204080 林○傑 下午場

1104204081 林○樂 上午場

1104204082 黃○珊 下午場

1104204088 陳○霈 下午場

1104204089 蘇○ 下午場

1104204091 黃○揚 上午場

1104204092 張○孜 下午場

1104204097 李○姿 下午場

1104204098 郭○恩 下午場

1104204099 王○希 下午場

1104204100 林○璇 下午場

1104204101 鄭○璘 下午場

1104204102 盧○吟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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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4105 洪○妤 上午場

1104204107 蔡○諭 下午場

1104204108 戴○庭 下午場

1104204110 錢○緩 下午場

1104204128 陳○檬 下午場

1104204134 李○菱 下午場

1104204140 賴○成 下午場

1104204144 王○婷 下午場

1104204145 謝○絜 下午場

1104204147 ○ Dong Ho 下午場

1104204148 蔡○智 下午場

1104204149 黃○婷 下午場

1104204150 錢○良 下午場

1104204151 吳○蕙 下午場

1104204157 陳○菲 下午場

1104204159 許○慈 下午場

1104204160 余○玲 下午場

1104204161 黃○晉 下午場

1104204162 林○卉 下午場

1104204163 鍾○蓉 下午場

1104204166 黃○瑄 下午場

1104204167 呂○庭 下午場

1104204168 陳○伶 下午場

1104204169 吳○汝 下午場

1104204185 許○汝 下午場

1104204189 孫○倫 下午場

1104204195 許○蓁 下午場

1104204198 馬○靜 下午場

1104204202 李○軒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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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4204 黃○堡 下午場

1104204206 黃○瑀 下午場

1104204207 林○晴 下午場

1104204209 李○耘 下午場

1104204214 王○雅 下午場

1104204215 陳○濙 下午場

1104204216 張○容 下午場

1104204220 鄭○玲 下午場

1104204221 戴○慈 下午場

1104204222 柳○翔 下午場

1104204223 蔡○婷 下午場

1104204224 林○諭 下午場

1104204226 郭○彥 下午場

1104204227 胡○芳 下午場

1104204228 張○緹 下午場

1104204231 廖○育 上午場

1104204232 德○○子 下午場

1104204237 陳○妤 下午場

1104204242 鍾○倫 下午場

1104204243 林○伊 下午場

1104205005 鄭○伶 下午場

1104205006 紀○仁 下午場

1104205007 蔡○庭 下午場

1104205008 雷○瑄 下午場

1104205010 陳○佳 下午場

1104205011 詹○筑 下午場

1104205012 謝○羽 下午場

1104205016 胡○翎 下午場

1104205019 莊○敬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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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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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5020 陳○儀 下午場

1104205021 蔡○宣 下午場

1104205023 鍾○岑 下午場

1104205024 周○樺 上午場

1104205025 賴○賢 下午場

1104205027 呂○甯 下午場

1104205028 徐○揚 下午場

1104205031 陳○勤 下午場

1104205033 林○妙 下午場

1104205034 陳○如 下午場

1104205035 呂○ 下午場

1104205037 薛○安 下午場

1104205038 高○婷 下午場

1104205041 施○妤 下午場

1104205042 喬○溱 下午場

1104205043 李○文 下午場

1104205044 毛○葳 下午場

1104205045 陳○玟 下午場

1104205046 呂○真 下午場

1104205047 薛○蓁 下午場

1104205048 張○芳 下午場

1104205049 馬○晨 上午場

1104205050 鍾○岳 下午場

1104205051 杜○如 下午場

1104205052 王○鈞 下午場

1104205053 許○瑜 下午場

1104205055 ○ VUONG PHU 下午場

1104205056 ○ KHA NHI 下午場

1104205059 趙○懿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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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5064 王○涵 下午場

1104205065 吳○壁 下午場

1104205067 劉○妤 下午場

1104205068 巫○禾 下午場

1104205072 林○如 下午場

1104205074 賴○萱 下午場

1104205076 古○敏 下午場

1104205077 顏○庭 下午場

1104205078 林○婷 下午場

1104205079 邱○瑄 下午場

1104205080 張○芸 下午場

1104205082 陳○珊 下午場

1104205083 林○堯 下午場

1104205084 鄭○暄 下午場

1104205086 林○萱 下午場

1104205087 苗○鈞 下午場

1104205088 張○維 下午場

1104205089 楊○雯 下午場

1104205091 饒○綺 下午場

1104205092 謝○薐 下午場

1104205094 陳○璇 下午場

1104205096 杜○姿 下午場

1104205097 李○萱 下午場

1104205098 陳○蓁 下午場

1104205099 林○螢 下午場

1104205100 林○馨 下午場

1104205102 詹○雅 下午場

1104205106 賴○瑄 下午場

1104205108 葉○珊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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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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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5110 劉○菱 下午場

1104205111 黃○真 下午場

1104205112 蔣○筎 下午場

1104205121 徐○鴻 下午場

1104205122 翁○俞 下午場

1104205123 胡○仁 下午場

1104205125 潘○儀 下午場

1104205126 李○翰 下午場

1104205127 李○慶 下午場

1104208008 舒○庭 下午場

1104208009 洪○涵 下午場

1104208013 林○綺 下午場

1104208016 陳○綿 下午場

1104208019 蔣○欣 下午場

1104208021 黃○欣 下午場

1104208024 王○萱 下午場

1104208026 李○澄 下午場

1104208036 林○瑜 下午場

1104208037 陳○媛 下午場

1104208046 何○心 下午場

1104208047 李○欣 下午場

1104208049 徐○涵 下午場

1104208050 賴○璇 下午場

1104208053 張○菁 下午場

1104208071 廖○坊 下午場

1104208075 馮○瑋 下午場

1104208076 陳○均 下午場

1104208078 郭○穎 下午場

1104208079 黃○曉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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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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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8083 張○評 下午場

1104208084 吳○臻 下午場

1104208088 蔡○霓 下午場

1104208090 余○瑩 下午場

1104208091 馮○雯 下午場

1104208093 方○雯 下午場

1104208095 康○雅 下午場

1104208096 黃○毅 下午場

1104208099 張○華 下午場

1104208103 趙○婕 下午場

1104208104 施○均 下午場

1104208106 陳○婷 下午場

1104208107 傅○綸 下午場

1104208109 潘○錡 下午場

1104208112 曾○軒 下午場

1104208114 陳○鈴 下午場

1104208115 許○昀 下午場

1104208116 林○穎 下午場

1104208117 黃○辰 下午場

1104208118 黃○雅 下午場

1104209014 張○嘉 下午場

1104209016 曾○儀 下午場

1104209017 曹○翊 下午場

1104209024 林○維 下午場

1104209030 黃○綿 下午場

1104209032 李○喬 下午場

1104209035 張○錡 下午場

1104209036 張○惠 下午場

1104209045 王○晴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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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09046 林○華 下午場

1104209048 陳○潔 下午場

1104209049 鄭○文 下午場

1104209055 ○ Miyuki 下午場

1104210003 洪○柔 下午場

1104210004 王○菱 下午場

1104210006 賴○瑋 下午場

1104210007 陳○琪 下午場

1104210008 黃○雯 下午場

1104210009 謝○雅 下午場

1104210010 鄧○澤 上午場

1104210011 溫○權 下午場

1104210013 蔡○蕙 下午場

1104210014 林○慧 下午場

1104210015 李○如 下午場

1104210017 沈○文 下午場

1104210018 王○茹 下午場

1104210020 楊○潔 下午場

1104210024 高○軒 下午場

1104210025 邱○家 下午場

1104210026 廖○通 下午場

1104210027 林○瑄 下午場

1104210030 黃○涵 下午場

1104210033 陳○雅 下午場

1104210034 武○慧 下午場

1104210036 游○評 下午場

1104210037 林○君 下午場

1104210038 楊○富 下午場

1104210041 鄭○穎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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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10043 陳○軒 下午場

1104210045 蔡○君 下午場

1104210050 周○卉 下午場

1104210051 ○ Kotaro 下午場

1104210052 ○ Thi My 下午場

1104210056 徐○瑩 下午場

1104211001 劉○妏 下午場

1104211003 蔡○修 下午場

1104211004 陳○宇 下午場

1104211005 趙○仙 下午場

1104211006 丁○旋 下午場

1104211007 趙○偉 下午場

1104211008 徐○萱 下午場

1104211010 張○○婷 下午場

1104211011 張○軒 下午場

1104211013 曾○琳 下午場

1104211014 范○捷 下午場

1104211015 鄭○萱 下午場

1104211016 黃○薇 下午場

1104211017 陳○安 下午場

1104211018 趙○翎 下午場

1104211019 許○勻 下午場

1104211021 黃○妤 下午場

1104211023 陳○萱 下午場

1104211024 陳○嘉 下午場

1104211025 林○緯 下午場

1104211026 曹○瑋 下午場

1104211027 張○鑫 下午場

1104211028 蔡○蓁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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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11030 陳○妤 下午場

1104211031 王○凱 下午場

1104211032 陳○蓁 下午場

1104211033 周○城 下午場

1104211037 范○芸 下午場

1104211038 龐○銘 下午場

1104211040 方○澄 下午場

1104211042 黃○煜 下午場

1104211043 黃○婷 下午場

1104211044 劉○郁 下午場

1104211061 鄭○蕙 下午場

1104211062 邱○瑋 下午場

1104211063 黃○綾 下午場

1104211064 張○瑄 下午場

1104211065 成○昇 下午場

1104211066 蔡○潔 下午場

1104211068 廖○莙 下午場

1104211069 黃○玄 下午場

1104211070 鄭○云 下午場

1104211072 杜○瑩 下午場

1104211073 薛○尹 下午場

1104211074 楊○丞 下午場

1104211075 林○琳 下午場

1104211076 陳○敏 下午場

1104211077 龐○皓 下午場

1104211078 謝○君 下午場

1104211079 陳○宏 下午場

1104211080 萬○妮 下午場

1104211081 焦○樺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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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11083 詹○為 下午場

1104211084 盧○穎 下午場

1104211085 賈○凱 下午場

1104211087 李○婷 下午場

1104211088 侯○娟 下午場

1104211089 王○安 下午場

1104211090 楊○冠 下午場

1104211091 何○嫥 下午場

1104211094 方○綺 下午場

1104211096 黃○陽 下午場

1104211101 曾○宭 下午場

1104211102 張○茵 下午場

1104211104 蕭○茜 下午場

1104211105 林○君 下午場

1104211109 郭○呈 下午場

1104211110 卓○錡 下午場

1104211111 王○懿 下午場

1104211112 溫○維 下午場

1104212020 許○亞 上午場

1104212027 吳○臻 下午場

1104212036 蘇○敏 下午場

1104212060 ○ Atsuki 下午場

1104212070 柯○卿 下午場

1104213002 李○杰 下午場

1104213005 蔡○凡 下午場

1104213007 楊○龍 下午場

1104213008 林○霆 下午場

1104213010 范○珊 下午場

1104213012 欽○蕙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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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13015 張○婷 下午場

1104213017 黃○筑 下午場

1104213021 張○雯 下午場

1104213024 周○琪 下午場

1104213025 江○霆 下午場

1104213026 盛○儀 下午場

1104213027 何○○平 下午場

1104213028 吳○林 下午場

1104213030 施○琪 下午場

1104213033 林○婷 下午場

1104213036 鄭○伶 下午場

1104213039 邱○蓉 下午場

1104213040 張○珮 下午場

1104213041 吳○娜 下午場

1104213042 陳○暉 下午場

1104213043 陳○翊 下午場

1104213046 江○芷 下午場

1104213049 林○慧 下午場

1104213051 黃○菘 下午場

1104213052 楊○芸 下午場

1104213053 陳○誼 下午場

1104213055 楊○明 下午場

1104213057 張○之 下午場

1104213059 陳○妤 下午場

1104213060 何○妤 下午場

1104213066 陳○瑾 下午場

1104213067 陳○㚬 下午場

1104213069 張○華 下午場

1104213071 欒○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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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13072 張○晟 下午場

1104213073 謝○宸 下午場

1104213075 陳○敬 下午場

1104213079 張○茹 下午場

1104213081 周○萱 下午場

1104213082 林○萱 下午場

1104213084 曹○群 下午場

1104213087 陳○霖 下午場

1104213090 李○瑄 下午場

1104213091 鍾○庭 下午場

1104213092 廖○君 下午場

1104213093 蘇○家 下午場

1104213094 孫○㳝 下午場

1104213095 朱○蓉 下午場

1104213096 謝○吟 下午場

1104213097 周○誼 下午場

1104213098 虞○竹 下午場

1104213099 張○晴 下午場

1104213101 黃○楷 下午場

1104213102 沈○玟 下午場

1104213104 林○宇 下午場

1104213105 林○儀 下午場

1104213108 游○非 下午場

1104213110 江○宸 下午場

1104213111 蔡○蓁 下午場

1104213112 黃○逸 上午場

1104213115 翁○豪 下午場

1104213116 羅○婷 下午場

1104213117 羅○雯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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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4213118 張○綾 下午場

1104213119 葉○豪 下午場

1104213120 李○峰 下午場

1104213122 林○瑩 下午場

1104213124 王○婕 下午場

1104213125 王○竹 下午場

1104213126 黃○鈞 下午場

1104213127 彭○皓 下午場

1104213128 宋○宇 下午場

1104213161 俞○思 下午場

1105200002 楊○璇 上午場

1105200004 蘇○婕 上午場

1105200005 鄭○凡 上午場

1105200006 彭○菁 上午場

1105200011 余○筠 上午場

1105200013 楊○宜 上午場

1105200017 林○岑 上午場

1105200021 楊○瑀 上午場

1105200022 陳○秀 上午場

1105200025 林○荷 上午場

1105200026 陳○瑩 上午場

1105200028 蔡○娟 上午場

1105200030 前○奈○美 上午場

1105200031 楊○怡 上午場

1105200032 黃○芸 上午場

1105200033 蘇○雯 上午場

1105200034 劉○萱 上午場

1105200035 陳○瑄 上午場

1105200036 黃○嫚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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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0037 李○萱 上午場

1105200038 紀○儒 上午場

1105200041 劉○昀 上午場

1105200042 楊○諭 上午場

1105200043 陳○如 上午場

1105200044 簡○瑩 上午場

1105200046 劉○豪 上午場

1105200048 郭○妤 上午場

1105200049 鄭○仁 上午場

1105200053 林○芳 上午場

1105200061 李○軒 上午場

1105200065 林○綺 上午場

1105200066 鄭○蔚 上午場

1105200068 卓○勳 上午場

1105200069 陳○馨 上午場

1105200070 賴○瑩 上午場

1105200072 趙○妤 上午場

1105200073 溫○淳 上午場

1105200074 林○綺 上午場

1105200078 賴○新 上午場

1105200079 劉○瑄 上午場

1105200085 洪○湘 上午場

1105200086 梁○謙 上午場

1105200087 陳○雷 上午場

1105200088 郭○生 上午場

1105200089 謝○慶 上午場

1105200090 陳○誠 上午場

1105200092 黃○宇 上午場

1105200093 吳○萱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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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0095 謝○琳 上午場

1105200101 梁○倩 上午場

1105200102 黃○琳 上午場

1105200106 汪○心 上午場

1105200109 黃○誠 上午場

1105200111 林○萱 上午場

1105200121 呂○詠 上午場

1105200122 賴○威 上午場

1105200125 鄒○ 上午場

1105200127 黃○雯 上午場

1105200128 祝○絜 上午場

1105200129 林○伶 上午場

1105200130 林○彣 上午場

1105200131 楊○瑜 上午場

1105200133 許○曦 上午場

1105200140 沈○如 上午場

1105200141 鄭○米 上午場

1105200144 楊○瑩 上午場

1105200146 陳○蓁 上午場

1105200150 張○翔 上午場

1105200153 莊○瑩 上午場

1105200155 宋○承 上午場

1105200156 林○婷 上午場

1105200157 周○博 上午場

1105200158 黃○涵 上午場

1105200159 游○媛 上午場

1105200160 林○芸 上午場

1105200164 王○心 上午場

1105200165 黃○庭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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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0167 鍾○欣 上午場

1105200168 俞○屏 上午場

1105200169 孫○綸 上午場

1105200170 李○德 上午場

1105200172 宋○璇 上午場

1105200173 朱○禛 上午場

1105201002 許○瑄 上午場

1105201003 楊○秀 上午場

1105201004 洪○芸 上午場

1105201006 方○伃 上午場

1105201007 鄭○群 上午場

1105201008 楊○璇 上午場

1105201012 朱○寧 上午場

1105201014 買○阡 上午場

1105201017 林○宇 上午場

1105201023 洪○瑄 上午場

1105201024 洪○庭 上午場

1105201025 陳○蓁 上午場

1105201030 廖○豪 上午場

1105201034 李○蓉 上午場

1105201037 蔡○璋 上午場

1105201038 余○婕 上午場

1105201041 莊○筑 上午場

1105201042 黃○慧 上午場

1105201044 蔡○婷 上午場

1105201046 簡○潔 上午場

1105201048 陳○琳 上午場

1105201051 康○瑜 上午場

1105201053 黃○惠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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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1054 蘇○ 上午場

1105201056 陳○燚 上午場

1105201062 謝○珍 上午場

1105201063 陳○穎 上午場

1105201064 廖○萱 上午場

1105201067 柯○櫻 上午場

1105201069 吳○蓉 上午場

1105201070 吳○諭 上午場

1105201071 吳○綺 上午場

1105201072 廖○鈞 上午場

1105201073 楊○蓉 上午場

1105201074 陳○汝 上午場

1105201076 莊○筑 上午場

1105201078 劉○昇 上午場

1105201080 吳○宜 上午場

1105201081 蔡○潔 上午場

1105201083 柯○錚 上午場

1105201084 鄭○燁 上午場

1105201087 簡○容 上午場

1105201088 陳○螢 上午場

1105201091 吳○儒 上午場

1105201095 吳○濠 上午場

1105201097 鄭○芳 上午場

1105201102 趙○涵 上午場

1105201103 吳○芸 上午場

1105201106 吳○明 上午場

1105201108 侯○婷 上午場

1105201109 廖○涵 上午場

1105201112 朱○芸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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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1113 徐○晴 上午場

1105201114 郭○君 上午場

1105201115 陳○超 上午場

1105201116 王○虹 上午場

1105201118 龔○萱 上午場

1105201119 徐○真 上午場

1105201121 張○○琤 上午場

1105201122 何○伶 上午場

1105202001 蔡○晴 上午場

1105202003 楊○柔 上午場

1105202005 張○晴 上午場

1105202006 徐○晴 上午場

1105202007 莊○葶 上午場

1105202008 張○ 上午場

1105202018 翁○瑜 上午場

1105202022 劉○益 上午場

1105202026 黃○恩 上午場

1105202027 鄭○媛 上午場

1105202031 湯○寧 上午場

1105202032 蔡○真 上午場

1105202035 陳○妤 上午場

1105202039 張○鈞 上午場

1105202041 楊○燁 上午場

1105202042 任○維 上午場

1105202044 謝○諠 上午場

1105202045 洪○涵 上午場

1105202046 嚴○毓 上午場

1105202048 李○臻 上午場

1105202050 許○惠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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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2052 張○菱 上午場

1105202054 許○瓘 上午場

1105202055 林○宇 上午場

1105202056 林○芳 上午場

1105202061 江○陵 上午場

1105202063 李○穎 上午場

1105202073 陳○茹 上午場

1105202075 張○茵 上午場

1105202077 陳○璇 上午場

1105202090 莊○雯 上午場

1105202091 陳○潔 上午場

1105202101 林○伶 上午場

1105202102 劉○偉 上午場

1105202103 郭○儒 上午場

1105202105 郭○宇 上午場

1105202107 陳○孟 上午場

1105202108 郭○臻 上午場

1105202109 劉○伶 上午場

1105202110 李○妘 上午場

1105202111 曾○倩 上午場

1105202113 謝○歆 上午場

1105202115 吳○妤 上午場

1105202116 洪○鈞 上午場

1105203004 江○蓁 上午場

1105203005 黃○琦 上午場

1105203006 莊○甄 上午場

1105203008 陳○妤 上午場

1105203009 徐○廷 上午場

1105203010 江○儀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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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3012 林○遠 上午場

1105203013 徐○嵐 上午場

1105203014 黃○瑋 上午場

1105203015 丁○晴 上午場

1105203016 劉○安 上午場

1105203018 謝○霖 上午場

1105203023 吳○樂 上午場

1105203024 呂○諭 上午場

1105203029 李○蓉 上午場

1105203031 謝○蓉 上午場

1105203032 謝○蓁 上午場

1105203033 裴○亞 上午場

1105203038 黃○培 上午場

1105203039 菅○○太 上午場

1105203041 唐○庭 上午場

1105203042 許○景 上午場

1105203043 李○慈 上午場

1105203045 施○辰 上午場

1105203046 林○庭 上午場

1105203050 陳○怡 上午場

1105203051 羅○景 上午場

1105203052 陳○英 上午場

1105203054 高○雅 上午場

1105203056 蔡○寧 上午場

1105203057 張○婧 上午場

1105203063 劉○希 上午場

1105203065 黃○玟 上午場

1105203070 趙○筠 上午場

1105203075 林○靖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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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3076 何○萱 上午場

1105203078 蘇○紘 上午場

1105203079 吳○宇 上午場

1105203081 紀○彤 上午場

1105203083 陳○宣 上午場

1105203086 呂○辰 上午場

1105203096 陳○涵 上午場

1105203097 唐○芳 上午場

1105203100 林○蘋 上午場

1105203101 孫○瑜 上午場

1105203103 曾○心 上午場

1105203105 李○伶 上午場

1105203108 劉○芩 上午場

1105203109 許○瑄 上午場

1105203110 馬○家 上午場

1105203112 李○瑜 上午場

1105203114 戴○瑄 上午場

1105203116 陳○涵 上午場

1105203117 陳○蓁 上午場

1105204001 廖○芃 上午場

1105204002 陳○維 上午場

1105204003 吳○文 上午場

1105204004 李○恩 上午場

1105204005 葉○如 上午場

1105204008 童○傑 上午場

1105204010 陸○穎 上午場

1105204011 林○琦 上午場

1105204012 劉○萱 上午場

1105204014 曾○芮 上午場

42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4015 林○琪 上午場

1105204016 葉○凱 上午場

1105204017 陳○浚 上午場

1105204018 張○臻 上午場

1105204019 劉○如 上午場

1105204020 甘○涵 上午場

1105204021 許○榕 上午場

1105204023 梁○雯 上午場

1105204024 彭○容 上午場

1105204025 林○儀 上午場

1105204027 王○婷 上午場

1105204028 邱○玲 上午場

1105204029 孫○瑜 上午場

1105204030 陳○琳 上午場

1105204031 賴○如 上午場

1105204032 戴○安 上午場

1105204033 李○樂 上午場

1105204034 周○賢 上午場

1105204035 黃○庭 上午場

1105204037 周○諭 上午場

1105204040 魏○淵 上午場

1105204041 童○葦 上午場

1105204042 吳○賢 上午場

1105204043 張○柔 上午場

1105204044 邱○庭 上午場

1105204045 張○勻 上午場

1105204046 游○晴 上午場

1105204047 李○欣 上午場

1105204048 張○綺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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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4061 邱○嵋 上午場

1105204062 林○妏 上午場

1105204064 李○賢 上午場

1105204065 李○婷 上午場

1105204067 王○宇 上午場

1105204069 黃○琪 上午場

1105204070 邱○芳 上午場

1105204071 梁○媛 上午場

1105204075 陳○琳 上午場

1105204078 林○儒 上午場

1105204079 潘○昀 上午場

1105204080 張○○鄉 上午場

1105204084 劉○旻 上午場

1105204085 謝○衡 上午場

1105204087 許○穎 上午場

1105204088 陳○雅 上午場

1105204089 金○妏 上午場

1105204090 陳○雯 上午場

1105204091 李○柔 上午場

1105204092 林○琪 上午場

1105204093 楊○琦 上午場

1105204094 王○芊 上午場

1105204095 廖○翎 上午場

1105204096 洪○婷 上午場

1105204097 詹○智 上午場

1105204098 洪○蓮 上午場

1105204099 李○君 上午場

1105204100 蔡○祐 上午場

1105204101 王○貴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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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4102 嚴○瑋 上午場

1105204103 莊○燕 上午場

1105204104 楊○珮 上午場

1105204106 許○瑜 上午場

1105204108 黃○樺 上午場

1105204121 莊○琳 上午場

1105204122 黃○茹 上午場

1105204124 陳○諠 上午場

1105204127 陳○姍 上午場

1105204128 洪○琪 上午場

1105204129 陳○嘉 上午場

1105204131 劉○汝 上午場

1105204133 羅○ 上午場

1105204134 戚○昕 上午場

1105204136 劉○媚 上午場

1105204138 蕭○文 上午場

1105204141 陳○祐 上午場

1105204142 郭○伶 上午場

1105204144 顏○庭 上午場

1105204145 陳○璇 上午場

1105204147 王○文 上午場

1105204150 施○如 上午場

1105204152 黎○堯 上午場

1105204153 劉○盈 上午場

1105204154 張○閔 上午場

1105204155 宋○嫻 上午場

1105204156 張○詠 上午場

1105204158 李○論 上午場

1105204159 李○親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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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4160 呂○文 上午場

1105204163 劉○晴 上午場

1105204166 張○銘 上午場

1105204167 古○宇 上午場

1105204168 曾○慈 上午場

1105204169 高○芸 上午場

1105204171 張○姍 上午場

1105204172 黃○琳 上午場

1105204173 廖○江 上午場

1105204181 朱○茜 上午場

1105204182 蔡○嫺 上午場

1105204183 徐○ 上午場

1105204184 王○淯 上午場

1105204188 邱○慈 上午場

1105204189 鄭○瑄 上午場

1105204190 林○柔 上午場

1105204191 張○淳 上午場

1105204192 王○瑀 上午場

1105204193 日○媛 上午場

1105204196 范○倫 上午場

1105204202 楊○晶 上午場

1105204203 羅○萍 上午場

1105204206 呂○瑄 上午場

1105204207 郭○楠 上午場

1105204208 吳○翔 上午場

1105204209 劉○蓁 上午場

1105204211 張○庭 上午場

1105204212 莊○萍 上午場

1105204213 賴○叡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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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4214 游○霖 上午場

1105204215 叢○銘 上午場

1105204216 崔○文 上午場

1105204217 曾○霆 上午場

1105204218 吳○ 上午場

1105204219 劉○伶 上午場

1105204220 陳○琳 上午場

1105204221 吳○穎 上午場

1105204222 蔡○蓁 上午場

1105204223 謝○諺 上午場

1105204224 高○瀚 上午場

1105204225 詹○璇 上午場

1105204226 李○寧 上午場

1105204227 林○寧 上午場

1105204228 黃○綺 上午場

1105204229 郭○昇 上午場

1105204230 陳○宏 上午場

1105204231 許○奕 上午場

1105204233 陳○維 上午場

1105204235 蔡○蓉 上午場

1105204236 顏○芯 上午場

1105204237 王○依 上午場

1105204238 曾○寧 上午場

1105205001 胡○宇 下午場

1105205002 謝○伃 下午場

1105205003 韓○ 下午場

1105205004 李○蓁 下午場

1105205005 王○貽 下午場

1105205007 黃○菱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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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5008 陳○文 下午場

1105205009 陳○妤 下午場

1105205010 黃○霈 下午場

1105205013 彭○嘉 下午場

1105205014 黃○瑜 下午場

1105205015 徐○彣 下午場

1105205016 林○慶 下午場

1105205017 黃○蓉 下午場

1105205018 黃○涵 下午場

1105205019 陳○玲 下午場

1105205020 郭○宜 下午場

1105205021 吳○維 下午場

1105205022 林○瑜 下午場

1105205023 古○芸 下午場

1105205024 張○瀅 下午場

1105205026 黃○晨 下午場

1105205027 林○儀 下午場

1105205028 潘○柔 下午場

1105205029 陳○琳 下午場

1105205030 余○婷 下午場

1105205031 高○吟 下午場

1105205034 游○瀅 下午場

1105205036 阮○香 下午場

1105205038 葉○君 下午場

1105205039 林○維 下午場

1105205040 阮○澤 下午場

1105205042 姚○芸 下午場

1105205044 陳○婷 下午場

1105205046 蕭○瑜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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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5047 黃○程 下午場

1105205048 潘○若妤 下午場

1105205050 陳○菁 下午場

1105205051 陳○庭 下午場

1105205053 許○齊 下午場

1105205056 許○凱 下午場

1105205061 蕭○怡 下午場

1105205062 歐○○瀅 下午場

1105205063 賴○榮 下午場

1105205064 施○琪 下午場

1105205065 黃○綺 下午場

1105205066 張○葦 下午場

1105205067 林○安 下午場

1105205068 方○云 下午場

1105205069 洪○穗 下午場

1105205070 李○賢 下午場

1105205071 許○玲 下午場

1105205072 邱○玉 下午場

1105205074 張○瑋 下午場

1105205076 嵇○瑄 下午場

1105205077 謝○窈 下午場

1105205078 唐○喬 下午場

1105205079 張○褕 下午場

1105205080 潘○芝 下午場

1105205081 劉○蓉 下午場

1105205083 張○笙 下午場

1105205084 羅○琪 下午場

1105205085 張○鉞 下午場

1105205086 邱○瑋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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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5087 李○妤 下午場

1105205089 劉○甄 下午場

1105205090 李○慶 下午場

1105205091 黃○瑞 下午場

1105205093 萬○ 下午場

1105205094 李○漩 下午場

1105205095 魏○辰 下午場

1105205098 陳○莉 下午場

1105205099 林○凡 下午場

1105205100 曾○雅 下午場

1105205101 張○欣 下午場

1105205102 陳○豪 下午場

1105205103 吳○玹 下午場

1105205104 呂○禮 下午場

1105205105 楊○喻 下午場

1105205106 黃○臻 下午場

1105205107 林○萱 下午場

1105205108 詹○安 下午場

1105205109 吳○諭 下午場

1105205110 曾○寧 下午場

1105205111 劉○儒 下午場

1105205112 王○柔 下午場

1105205113 李○娟 下午場

1105205115 李○嫺 下午場

1105205118 盧○寧 下午場

1105205119 劉○如 下午場

1105205120 何○芸 下午場

1105205121 許○遠 下午場

1105205122 陳○瑄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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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8001 何○珊 上午場

1105208004 林○宏 上午場

1105208005 蔡○萱 上午場

1105208006 陳○璇 上午場

1105208008 黃○婕 上午場

1105208009 蔡○晏 上午場

1105208010 陳○靜 上午場

1105208011 張○嘉 上午場

1105208014 徐○鴻 上午場

1105208017 林○萱 上午場

1105208018 莊○瑄 上午場

1105208020 孫○崙 上午場

1105208021 陳○華 上午場

1105208022 蔡○君 上午場

1105208024 余○穎 上午場

1105208027 林○宥 上午場

1105208028 林○雯 上午場

1105208030 陳○庭 上午場

1105208032 姚○德 上午場

1105208034 高○均 上午場

1105208036 蕭○軒 上午場

1105208037 胡○嵐 上午場

1105208038 黃○純 上午場

1105208039 林○珊 上午場

1105208041 項○瑋 上午場

1105208042 陳○渝 上午場

1105208043 蔡○涵 上午場

1105208044 黃○卿 上午場

1105208045 藍○潔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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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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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8046 李○ 上午場

1105208047 蕭○琳 上午場

1105208048 黃○涵 上午場

1105208049 張○茹 上午場

1105208051 李○爾 上午場

1105208052 賴○琳 上午場

1105208061 林○瑜 上午場

1105208063 林○樺 上午場

1105208064 錢○文 上午場

1105208066 周○榛 上午場

1105208067 謝○錡 上午場

1105208068 張○雯 上午場

1105208069 楊○珽 上午場

1105208072 陳○濃 上午場

1105208073 林○萱 上午場

1105208074 許○綸 上午場

1105208075 吳○芸 上午場

1105208076 蘇○亭 上午場

1105208078 魏○文 上午場

1105208079 謝○庭 上午場

1105208081 劉○妤 上午場

1105208083 滑○君 上午場

1105208084 鍾○寧 上午場

1105208085 謝○宏 上午場

1105208088 葉○馨 上午場

1105208089 蔡○任 上午場

1105208090 陳○元 上午場

1105208092 楊○蓉 上午場

1105208093 周○欣 上午場

52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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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5208095 陳○甄 上午場

1105208097 陳○德 上午場

1105208098 李○諠 上午場

1105208100 劉○毓 上午場

1105208101 楊○琳 上午場

1105208104 謝○萱 上午場

1105208107 王○潔 上午場

1105208108 魏○潔 上午場

1105208109 黃○涵 上午場

1105208110 許○瑜 上午場

1105208111 陳○婷 上午場

1105208112 黃○芸 上午場

1105208113 黃○晴 上午場

1105208115 黃○戎 上午場

1105208116 彭○駒 上午場

1105208117 陳○淇 上午場

1105208118 溫○安 上午場

1105208119 郭○玫 上午場

1105209003 廖○琇 上午場

1105209006 許○媛 上午場

1105209008 柯○妤 上午場

1105209014 王○妤 上午場

1105209017 張○涵 上午場

1105209025 林○臻 上午場

1105209026 林○翔 上午場

1105209028 劉○君 上午場

1105209040 長○○真 上午場

1105209043 林○唐 上午場

1105209046 林○琪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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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09047 陳○敏 上午場

1105209050 陳○均 上午場

1105209051 李○珆 上午場

1105209052 劉○ 上午場

1105209053 陳○柔 上午場

1105209054 許○嫥 上午場

1105209055 姚○文 上午場

1105209056 陳○妮 上午場

1105209057 森○真由 上午場

1105210001 黃○蓮 上午場

1105210004 許○庭 上午場

1105210005 鄭○文 上午場

1105210008 張○芳 上午場

1105210011 陳○妤 上午場

1105210012 劉○齊 上午場

1105210014 葉○綾 上午場

1105210016 許○筠 上午場

1105210018 蘇○睿 上午場

1105210020 胡○庭 上午場

1105210021 劉○沅 上午場

1105210024 陳○瑋 上午場

1105210025 洪○慈 上午場

1105210027 劉○妤 上午場

1105210028 劉○倪 上午場

1105210032 王○涵 上午場

1105210034 洪○陽 上午場

1105210037 高○○草 上午場

1105210039 三○○樹 上午場

1105210040 范○龍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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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10041 林○涵 上午場

1105210042 高○婷 上午場

1105210045 游○凱 上午場

1105210047 莊○諭 上午場

1105210050 林○欣 上午場

1105210051 邵○豈 上午場

1105210052 呂○薇 上午場

1105210054 蔡○榆 上午場

1105210055 葛○翰 上午場

1105210058 陳○婷 上午場

1105210061 施○妮 上午場

1105210063 謝○煊 上午場

1105210064 張○婷 上午場

1105211002 郭○瑜 上午場

1105211003 許○瑜 上午場

1105211004 鄭○呈 上午場

1105211005 郭○妤 上午場

1105211006 羅○閎 上午場

1105211008 李○勳 上午場

1105211009 王○蓉 上午場

1105211010 李○彥 上午場

1105211012 王○凱 上午場

1105211014 石○佐 上午場

1105211016 陳○錡 上午場

1105211017 徐○呈 上午場

1105211019 陳○安 上午場

1105211020 廖○妤 上午場

1105211021 李○錂 上午場

1105211022 張○禎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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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11023 鄭○甫 上午場

1105211024 洪○澤 上午場

1105211026 胥○君 上午場

1105211027 黃○任 上午場

1105211028 蔡○淇 上午場

1105211029 劉○薰 上午場

1105211030 張○平 上午場

1105211031 羅○萱 上午場

1105211032 高○禧 上午場

1105211033 王○方 上午場

1105211034 潘○瑄 上午場

1105211035 陳○君 上午場

1105211036 楊○安 上午場

1105211038 邱○ 上午場

1105211039 張○綾 上午場

1105211040 陳○伶 上午場

1105211041 張○淇 上午場

1105211042 許○筑 上午場

1105211043 陳○隆 上午場

1105211044 陳○欣 上午場

1105211061 徐○紜 上午場

1105211063 蔡○臻 上午場

1105211064 鄭○盈 上午場

1105211065 陳○宇 上午場

1105211067 洪○億 上午場

1105211068 羅○昕 上午場

1105211069 陳○汝 上午場

1105211070 劉○森 上午場

1105211071 林○琳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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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11072 李○庭 上午場

1105211073 陳○卉 上午場

1105211074 史○全 上午場

1105211077 蒲○安 上午場

1105211078 宋○芳 上午場

1105211079 張○瑄 上午場

1105211080 顏○蝶 上午場

1105211081 郭○怡 上午場

1105211083 徐○鑫 上午場

1105211084 李○維 上午場

1105211086 洪○芬 上午場

1105211088 蔡○琳 上午場

1105211089 吳○瑜 上午場

1105211090 吳○戎 上午場

1105211092 鄭○仁 上午場

1105211093 莊○璇 上午場

1105211094 楊○妡 上午場

1105211095 詹○儒 上午場

1105211096 劉○長 上午場

1105211097 蕭○柔 上午場

1105211098 鍾○汶 上午場

1105211099 陳○和 上午場

1105211102 李○穎 上午場

1105211103 王○潔 上午場

1105211104 徐○雅 上午場

1105211105 蔡○築 上午場

1105211106 吳○晏 上午場

1105212003 李○昕 上午場

1105212004 蔡○芸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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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12006 丁○靜 上午場

1105212007 邱○禎 上午場

1105212009 潘○萍 上午場

1105212011 楊○儒 上午場

1105212012 吳○甄 上午場

1105212015 施○庭 上午場

1105212019 王○萱 上午場

1105212022 林○穎 上午場

1105212024 吳○諠 上午場

1105212027 徐○蘋 上午場

1105212028 林○霈 上午場

1105212030 陳○涵 上午場

1105212035 林○緯 上午場

1105212037 鄭○我 上午場

1105212038 和○○輝 上午場

1105212042 蔡○湄 上午場

1105212044 林○穎 上午場

1105212046 侯○妤 上午場

1105212048 秦○綺 上午場

1105212049 韋○辰 上午場

1105212051 劉○成 上午場

1105212052 簡○倩 上午場

1105212053 莊○倫 上午場

1105212054 陳○玲 上午場

1105212056 余○運 上午場

1105212059 王○淇 上午場

1105213001 王○維 上午場

1105213003 邱○淨 上午場

1105213004 詹○淳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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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13005 劉○涵 上午場

1105213006 蔡○芸 上午場

1105213007 劉○廷 上午場

1105213008 張○暄 上午場

1105213012 陳○瑋 上午場

1105213013 洪○芯 上午場

1105213014 蘇○平 上午場

1105213016 林○如 上午場

1105213017 謝○怡 上午場

1105213018 黃○華 上午場

1105213019 洪○軒 上午場

1105213020 李○惠 上午場

1105213021 廖○軒 上午場

1105213023 吳○宗 上午場

1105213026 邱○清 上午場

1105213027 陳○渝 上午場

1105213031 廖○惠 上午場

1105213033 任○瑋 上午場

1105213035 周○夷 上午場

1105213036 郭○婷 上午場

1105213037 張○芯 上午場

1105213039 曾○毅 上午場

1105213041 吳○綺 上午場

1105213042 施○宏 上午場

1105213044 陳○云 上午場

1105213046 段○芸 上午場

1105213047 郝○翰 上午場

1105213048 林○妤 上午場

1105213049 呂○慈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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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13050 蘇○皓 上午場

1105213062 王○蘋 上午場

1105213064 李○璇 上午場

1105213065 郭○倫 上午場

1105213066 沈○靜 上午場

1105213067 葉○慈 上午場

1105213069 廖○忝 上午場

1105213072 陳○良 上午場

1105213073 高○婷 上午場

1105213074 吳○成 上午場

1105213075 吳○萱 上午場

1105213076 蔡○臣 上午場

1105213077 胡○瑜 上午場

1105213078 顏○傑 上午場

1105213079 廖○敏 上午場

1105213080 翁○琇 上午場

1105213081 梁○軒 上午場

1105213082 林○婕 上午場

1105213083 林○琳 上午場

1105213085 賴○霈 上午場

1105213086 王○元 上午場

1105213087 江○ 上午場

1105213088 林○涵 上午場

1105213089 黃○瑄 上午場

1105213092 江○達 上午場

1105213093 吳○綺 上午場

1105213095 張○晶 上午場

1105213096 林○全 上午場

1105213097 黃○倫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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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13098 黃○堯 上午場

1105213099 黃○枚 上午場

1105213102 尤○州 上午場

1105213103 蔡○麗 上午場

1105213104 童○豪 上午場

1105213105 張○嘉 上午場

1105213106 石○婕 上午場

1105213107 徐○維 上午場

1105213108 魏○勛 上午場

1105213110 何○耘 上午場

1105213111 翁○婷 上午場

1105213112 陳○雯 上午場

1105213113 蕭○恩 上午場

1105213114 林○庭 上午場

1105213115 陳○彥 上午場

1105213117 張○倫 上午場

1105213118 朱○微 上午場

1105213119 尹○航 上午場

1105213120 王○凱 上午場

1105213121 李○潔 上午場

1105213123 徐○婕 上午場

1106200005 江○儀 上午場

1106200006 楊○芳 上午場

1106200007 鄭○宏 上午場

1106200008 蕭○竣 上午場

1106200009 呂○臻 上午場

1106200010 鄭○淇 上午場

1106200011 陳○婷 上午場

1106200013 劉○綺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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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200015 張○云 上午場

1106200016 林○茹 上午場

1106200018 鄭○珊 上午場

1106200020 林○婕 上午場

1106200021 陳○妏 上午場

1106200022 林○瑤 上午場

1106200023 莊○瑄 上午場

1106200024 張○喬 上午場

1106200025 伍○雅 上午場

1106200026 俞○豪 上午場

1106200027 張○瑜 上午場

1106200028 ○ Manuel 上午場

1106200030 石○美○里 上午場

1106200031 ○ Olivia English 上午場

1106200032 ○ Hong Kong Anh 上午場

1106200033 ○ Kieu Loan 上午場

1106200035 沈○鵬 上午場

1106200037 朱○翔 上午場

1106200038 蔡○青 上午場

1106200040 郭○涵 上午場

1106200041 張○育 上午場

1106200042 張○華 上午場

1106200043 劉○吟 上午場

1106200046 吳○瑄 上午場

1106200048 楊○蒨 上午場

1106200049 林○妤 上午場

1106200050 彭○棣 上午場

1106200051 佘○瑱 上午場

1106200052 洪○瑤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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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0053 陳○名 上午場

1106200054 胡○ 上午場

1106200056 陳○安 上午場

1106200057 蔡○霖 上午場

1106200058 溫○華 上午場

1106200061 陳○瑄 上午場

1106200063 鈴○○奈 上午場

1106200064 林○善 上午場

1106200065 洪○娪 上午場

1106200066 劉○妤 上午場

1106200067 陳○慈 上午場

1106200068 彭○瑄 上午場

1106200069 林○穎 上午場

1106200071 邱○菱 上午場

1106200072 石○鴻 上午場

1106200073 黃○翰 上午場

1106200074 許○云 上午場

1106200075 吳○倩 上午場

1106200076 李○殷 上午場

1106200077 蔡○蓁 上午場

1106200078 林○儀 上午場

1106200079 林○聖 上午場

1106200082 張○瑜 上午場

1106200083 黃○錚 上午場

1106200084 賴○妮 上午場

1106200085 ○ Nicole English 上午場

1106200086 中○蓮 上午場

1106200087 庄○櫻 上午場

1106200088 ○ BAGE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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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0090 ○ Thi Thuy Tien 上午場

1106200091 張○婷 上午場

1106200093 朱○維 上午場

1106200095 陳○媜 上午場

1106200097 張○瑜 上午場

1106200098 傅○杰 上午場

1106200099 吳○慈 上午場

1106200100 黃○家 上午場

1106200101 陳○翊 上午場

1106200102 徐○昱 上午場

1106200103 吳○誼 上午場

1106200104 楊○竹 上午場

1106200105 林○渲 上午場

1106200106 謝○綺 上午場

1106200108 林○微 上午場

1106200109 陳○妤 上午場

1106200110 許○珊 上午場

1106200112 江○瑄 上午場

1106200113 ○ MARANDI 上午場

1106200122 曾○霖 上午場

1106200123 蔡○妤 上午場

1106200125 歐○婕 上午場

1106200127 鄧○佳 上午場

1106200128 洪○峰 上午場

1106200129 周○良 上午場

1106200130 綦○儀 上午場

1106200131 姜○恩 上午場

1106200133 周○琦 上午場

1106200134 鐘○祐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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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0135 伍○安 上午場

1106200136 劉○綺 上午場

1106200137 黃○玲 上午場

1106200138 潘○卉 上午場

1106200139 劉○瑄 上午場

1106200140 盧○靜 上午場

1106200141 羅○麟 上午場

1106200142 俞○文 上午場

1106200143 李○真 上午場

1106200144 王○文 上午場

1106200145 ○ Thi Hong ○ 上午場

1106200146 吉○○葉 上午場

1106200147 高○○奈 上午場

1106200148 ○ THI HUYEN ○ 上午場

1106200150 ○ MINJ 上午場

1106200151 王○泓 上午場

1106200152 黃○婷 上午場

1106200153 楊○璽 上午場

1106200154 彭○庭 上午場

1106200155 羅○亭 上午場

1106200156 胡○紜 上午場

1106200157 曹○嘉 上午場

1106200159 陳○廷 上午場

1106200160 吳○心 上午場

1106200162 蘇○民 上午場

1106200163 陳○融 上午場

1106200164 徐○ 上午場

1106200165 游○茼 上午場

1106200166 吳○婷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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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0167 黃○慈 上午場

1106200168 蘇○寧 上午場

1106200169 曾○臻 上午場

1106200170 胡○鈞 上午場

1106200171 施○如 上午場

1106200172 莊○華 上午場

1106201001 曾○筠 上午場

1106201007 張○斌 上午場

1106201008 張○瑭 上午場

1106201009 劉○蓓 上午場

1106201010 楊○吉 上午場

1106201011 陳○絹 上午場

1106201012 毛○妮 上午場

1106201013 劉○綸 上午場

1106201014 王○郁 上午場

1106201015 鄭○怡 上午場

1106201017 張○嫻 上午場

1106201019 徐○涵 上午場

1106201020 陳○潔 上午場

1106201022 楊○璇 上午場

1106201023 許○敏 上午場

1106201024 蕭○陽 上午場

1106201025 劉○緹 上午場

1106201027 陳○馨 上午場

1106201030 李○珮 上午場

1106201031 勞○浩 上午場

1106201032 李○綾 上午場

1106201033 侯○慈 上午場

1106201034 黃○瑄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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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1035 金○ 上午場

1106201036 楊○璉 上午場

1106201037 羅○瑩 上午場

1106201038 卓○潔 上午場

1106201040 吳○嫣 上午場

1106201041 阮○雯 上午場

1106201044 蔡○蓁 上午場

1106201045 陳○彤 上午場

1106201046 盧○霖 上午場

1106201049 郭○伶 上午場

1106201050 楊○鈞 上午場

1106201051 王○育 上午場

1106201053 余○萱 上午場

1106201055 周○洋 上午場

1106201062 古○育 上午場

1106201065 謝○真 上午場

1106201066 張○寧 上午場

1106201067 康○甄 上午場

1106201068 陳○叡 上午場

1106201069 徐○柔 上午場

1106201070 黃○禾 上午場

1106201071 張○翔 上午場

1106201072 李○娗 上午場

1106201073 譚○彥 上午場

1106201076 林○薇 上午場

1106201077 葉○君 上午場

1106201080 張○銓 上午場

1106201081 馮○禎 上午場

1106201082 呂○穎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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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1083 王○伃 上午場

1106201085 洪○棋 上午場

1106201086 林○慧 上午場

1106201087 陳○瑩 上午場

1106201088 黃○萱 上午場

1106201089 高○棻 上午場

1106201090 簡○萱 上午場

1106201091 戴○恩 上午場

1106201092 黃○筑 上午場

1106201093 詹○羽 上午場

1106201094 許○姍 上午場

1106201095 賴○玉 上午場

1106201096 張○慈 上午場

1106201097 顏○菲 上午場

1106201098 施○淳 上午場

1106201099 許○為 上午場

1106201100 洪○惟 上午場

1106201101 蕭○穎 上午場

1106201102 許○萱 上午場

1106201103 郭○瑩 上午場

1106201104 羅○妤 上午場

1106201105 蔡○渝 上午場

1106201106 蔡○恩 上午場

1106201107 張○圓 上午場

1106201109 秦○伶 上午場

1106201110 趙○妤 上午場

1106201111 侯○賢 上午場

1106202007 沈○祈 上午場

1106202010 施○陽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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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2011 陳○蓉 上午場

1106202012 黃○穎 上午場

1106202015 黃○瑄 上午場

1106202016 傅○蓉 上午場

1106202018 邱○煖 上午場

1106202019 曾○庭 上午場

1106202020 張○琪 上午場

1106202021 楊○嘉 上午場

1106202022 張○嘉 上午場

1106202023 蔡○宸 上午場

1106202024 孫○閔 上午場

1106202025 黃○慧 上午場

1106202026 吳○潔 上午場

1106202027 陳○瑄 上午場

1106202028 葉○佑 上午場

1106202029 汪○羚 上午場

1106202030 劉○萱 上午場

1106202031 簡○宸 上午場

1106202033 張○恩 上午場

1106202034 蕭○翎 上午場

1106202035 蘇○容 上午場

1106202036 陳○亘 上午場

1106202038 劉○沁 上午場

1106202039 何○庭 上午場

1106202040 黃○榮 上午場

1106202041 劉○琳 上午場

1106202042 楊○琇 上午場

1106202044 羅○靖 上午場

1106202045 ○ ATHALIA DWIANNE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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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2047 黃○婷 上午場

1106202048 巧○樺 上午場

1106202049 張○萱 上午場

1106202050 鄭○憶 上午場

1106202051 魏○彤 上午場

1106202052 王○龢 上午場

1106202053 李○捷 上午場

1106202055 高○鍵 上午場

1106202056 許○馨 上午場

1106202057 吳○嫣 上午場

1106202058 吳○萱 上午場

1106202059 黃○芳 上午場

1106202062 陳○云 上午場

1106202065 沈○秀 上午場

1106202066 張○○君 上午場

1106202068 劉○儀 上午場

1106202069 鄔○軒 上午場

1106202070 林○涵 上午場

1106202071 李○ 上午場

1106202072 莊○豪 上午場

1106202074 李○勵 上午場

1106202076 許○涵 上午場

1106202077 曹○婷 上午場

1106202079 阮○婷 上午場

1106202081 張○紜 上午場

1106202082 詹○琦 上午場

1106202083 楊○耘 上午場

1106202084 康○紜 上午場

1106202085 魏○君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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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2086 李○萱 上午場

1106202087 譚○瀞 上午場

1106202088 游○涵 上午場

1106202089 盧○柔 上午場

1106202090 潘○葳 上午場

1106202091 吳○庭 上午場

1106202092 徐○佑 上午場

1106202093 陳○羽 上午場

1106202094 王○璇 上午場

1106202095 金○嫻 上午場

1106202097 張○慈 上午場

1106202098 劉○禹 上午場

1106202101 陳○雯 上午場

1106202102 余○靜 上午場

1106202103 ○ Huynh Nhu 上午場

1106202104 潘○寧 上午場

1106202105 葉○均 上午場

1106202106 陳○婷 上午場

1106202107 林○紘 上午場

1106202109 包○寧 上午場

1106202110 黎○秀 上午場

1106202112 郭○慈 上午場

1106202113 吳○毅 上午場

1106202114 俞○心 上午場

1106202115 黃○妍 上午場

1106202117 張○晴 上午場

1106203001 孫○琳 上午場

1106203002 陳○崴 上午場

1106203003 江○哲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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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3005 賴○慈 上午場

1106203006 王○穎 上午場

1106203007 呂○萎 上午場

1106203008 張○涵 上午場

1106203011 王○旻 上午場

1106203012 蔡○君 上午場

1106203013 徐○憶 上午場

1106203014 何○蓁 上午場

1106203015 楊○蓁 上午場

1106203017 徐○萱 上午場

1106203018 石○欣 上午場

1106203022 高○ 上午場

1106203024 林○瑄 上午場

1106203025 董○儒 上午場

1106203026 林○潔 上午場

1106203027 賴○瑄 上午場

1106203029 陳○臻 上午場

1106203030 林○溱 上午場

1106203031 李○婕 上午場

1106203033 傅○臻 上午場

1106203034 蕭○芃 上午場

1106203035 黃○鈺 上午場

1106203036 林○筠 上午場

1106203037 劉○羽 上午場

1106203038 盧○蓉 上午場

1106203039 林○涵 上午場

1106203040 張○奕 上午場

1106203041 松○○英 上午場

1106203042 黃○愷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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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3044 李○欣 上午場

1106203045 林○真 上午場

1106203047 莊○婕 上午場

1106203048 顏○頤 上午場

1106203051 蔡○如 上午場

1106203052 張○筑 上午場

1106203054 葉○豪 上午場

1106203055 莊○彥 上午場

1106203056 蔣○嘉 上午場

1106203057 李○敏 上午場

1106203058 游○茜 上午場

1106203062 沈○佑 上午場

1106203064 康○晴 上午場

1106203066 王○芹 上午場

1106203067 蔡○珊 上午場

1106203068 莊○瑜 上午場

1106203069 魏○安 上午場

1106203070 陳○伶 上午場

1106203071 希○尼○雅 上午場

1106203072 吳○娟 上午場

1106203073 陳○綸 上午場

1106203075 江○毅 上午場

1106203076 鄭○繐 上午場

1106203077 林○蔓 上午場

1106203078 丘○鈺 上午場

1106203079 陳○琳 上午場

1106203082 李○心 上午場

1106203083 曾○怡 上午場

1106203084 陳○瑜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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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3085 力○琳 上午場

1106203086 黃○榆 上午場

1106203087 魏○玹 上午場

1106203088 王○瑩 上午場

1106203089 張○慈 上午場

1106203090 陳○伃 上午場

1106203091 吳○臻 上午場

1106203092 張○芬 上午場

1106203094 黃○柔 上午場

1106203095 廖○卉 上午場

1106203096 高○ 上午場

1106203097 李○欣 上午場

1106203098 平○○歌 上午場

1106203099 洪○顯 上午場

1106203101 蔡○宇 上午場

1106203103 劉○湘 上午場

1106203105 潘○文 上午場

1106203107 黃○綺 上午場

1106203109 李○萱 上午場

1106203110 戴○榆 上午場

1106203111 林○熹 上午場

1106203112 柯○瑋 上午場

1106203113 吳○樺 上午場

1106204001 李○霖 上午場

1106204002 徐○葦 上午場

1106204004 尤○惟 上午場

1106204005 楊○璇 上午場

1106204006 張○銘 上午場

1106204009 葉○含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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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4010 鍾○姚 上午場

1106204011 林○萱 上午場

1106204012 陳○亭 上午場

1106204013 陳○彤 上午場

1106204014 張○○霖 上午場

1106204015 王○儀 上午場

1106204016 陳○琳 上午場

1106204017 黃○恩 上午場

1106204018 趙○ 上午場

1106204019 蕭○瑄 上午場

1106204020 鄭○澤 上午場

1106204021 鍾○玉 上午場

1106204022 張○薇 上午場

1106204023 歐○姍 上午場

1106204024 林○芸 上午場

1106204025 徐○煒 上午場

1106204026 許○書 上午場

1106204027 李○箴 上午場

1106204028 張○翔 上午場

1106204029 陳○伶 上午場

1106204030 黃○琪 上午場

1106204031 邱○庭 上午場

1106204032 唐○玲 上午場

1106204033 向○勳 上午場

1106204034 賴○霖 上午場

1106204035 熊○偉 上午場

1106204036 陳○君 上午場

1106204037 謝○佳 上午場

1106204038 陳○青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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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4039 陳○萱 上午場

1106204040 賴○宏 上午場

1106204041 林○綺 上午場

1106204042 馮○綾 上午場

1106204043 洪○勛 上午場

1106204044 李○娟 上午場

1106204045 潘○伶 上午場

1106204046 劉○儀 上午場

1106204047 翁○君 上午場

1106204048 李○諺 上午場

1106204049 朱○唐 上午場

1106204050 蔡○樺 上午場

1106204051 洪○閔 上午場

1106204052 久○○理 上午場

1106204061 蔡○芬 上午場

1106204062 林○華 上午場

1106204063 何○璇 上午場

1106204064 黃○傑 上午場

1106204065 林○妝 上午場

1106204066 鄭○翎 上午場

1106204067 林○娟 上午場

1106204068 陳○伃 上午場

1106204069 吳○樺 上午場

1106204070 蕭○榆 上午場

1106204071 謝○賢 上午場

1106204073 柯○云 上午場

1106204074 許○蓁 上午場

1106204075 許○晴 上午場

1106204076 邱○臻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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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4077 劉○青 上午場

1106204078 蕭○忻 上午場

1106204079 黃○瑄 上午場

1106204080 吳○璉 上午場

1106204082 簡○慈 上午場

1106204083 翁○妘 上午場

1106204085 吳○萱 上午場

1106204086 溫○咨 上午場

1106204090 黃○蓁 上午場

1106204091 陳○琳 上午場

1106204092 郭○毅 上午場

1106204093 潘○瑜 上午場

1106204094 羅○美 上午場

1106204095 洪○妤 上午場

1106204096 黃○綺 上午場

1106204097 蔡○昕 上午場

1106204098 孫○寧 上午場

1106204099 簡○榆 上午場

1106204100 劉○耘 上午場

1106204101 王○鈞 上午場

1106204103 涂○琳 上午場

1106204104 吳○紘 上午場

1106204105 薛○帆 上午場

1106204106 李○因 上午場

1106204107 林○菱 上午場

1106204108 曾○芸 上午場

1106204109 張○俞 上午場

1106204121 洪○吟 上午場

1106204122 蔡○娟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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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4123 賴○哲 上午場

1106204125 陳○安 上午場

1106204126 陳○慈 上午場

1106204127 李○如 上午場

1106204128 邱○宗 上午場

1106204129 劉○芯 上午場

1106204130 黃○謙 上午場

1106204132 黃○琇 上午場

1106204133 王○懿 上午場

1106204134 黄○茵 上午場

1106204137 余○陞 上午場

1106204138 羅○綺 上午場

1106204139 吳○瑜 上午場

1106204143 黃○婷 上午場

1106204144 莊○富 上午場

1106204148 王○聰 上午場

1106204149 李○柔 上午場

1106204150 陳○靜 上午場

1106204151 蔡○宜 上午場

1106204152 童○羚 上午場

1106204153 鍾○穎 上午場

1106204155 陳○錩 上午場

1106204156 蕭○丹 上午場

1106204157 紀○穎 上午場

1106204158 黃○翔 上午場

1106204159 謝○璇 上午場

1106204160 張○葦 上午場

1106204161 王○茵 上午場

1106204162 王○珊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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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4163 陳○甄 上午場

1106204164 林○脩 上午場

1106204165 葉○涵 上午場

1106204167 ○ Rosa Pramono 上午場

1106204168 鄭○焜 上午場

1106204169 尚○麗 上午場

1106204181 林○瑜 上午場

1106204182 王○瑋 上午場

1106204184 黃○妮 上午場

1106204186 林○璇 上午場

1106204187 劉○駿 上午場

1106204188 祝○雅 上午場

1106204189 林○瑜 上午場

1106204190 陳○瑜 上午場

1106204191 吳○龍 上午場

1106204192 陳○伶 上午場

1106204193 余○檣 上午場

1106204194 蔡○琪 上午場

1106204196 陳○蕍 上午場

1106204197 馬○絜 上午場

1106204198 楊○婷 上午場

1106204200 林○瑜 上午場

1106204201 劉○誼 上午場

1106204204 王○婷 上午場

1106204205 吳○潔 上午場

1106204207 籃○呈 上午場

1106204209 辛○芹 上午場

1106204211 陳○宜 上午場

1106204213 黃○豪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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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4214 盧○絹 上午場

1106204218 蔡○岑 上午場

1106204219 黃○薇 上午場

1106204222 蔡○傑 上午場

1106204223 甘○晴 上午場

1106204224 王○婷 上午場

1106204225 黃○瑩 上午場

1106204226 蔡○筠 上午場

1106204227 林○宜 上午場

1106204228 陳○妤 上午場

1106204229 黃○丽 上午場

1106204230 邱○俊 上午場

1106205001 張○庭 下午場

1106205002 吳○穎 下午場

1106205003 王○涵 下午場

1106205004 陳○錞 下午場

1106205005 饒○毅 下午場

1106205006 邱○程 下午場

1106205007 王○娟 下午場

1106205008 葉○瑞 下午場

1106205009 李○蕎 下午場

1106205010 王○婕 下午場

1106205011 卓○妤 下午場

1106205012 歐○達 下午場

1106205013 林○瑄 下午場

1106205014 黃○甄 下午場

1106205016 紀○卉 下午場

1106205017 陳○敏 下午場

1106205018 鐘○誠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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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5019 盧○婷 下午場

1106205020 陳○菕 下午場

1106205021 黃○容 下午場

1106205022 林○靜 下午場

1106205023 陳○涵 下午場

1106205024 狄○儒 下午場

1106205025 曾○緯 下午場

1106205026 王○媗 下午場

1106205027 吳○菱 下午場

1106205028 賴○蓉 下午場

1106205029 盧○鳳 下午場

1106205030 簡○軒 下午場

1106205037 ○ KYUNGOH 下午場

1106205038 ○ Nongrak 下午場

1106205039 ○ THI MINH ○ 下午場

1106205040 邱○桐 下午場

1106205041 王○琪 下午場

1106205042 黃○雲 下午場

1106205044 陳○如 下午場

1106205046 周○蓁 下午場

1106205047 王○美 下午場

1106205049 盧○榆 下午場

1106205051 劉○美 下午場

1106205052 盧○叡 下午場

1106205053 梁○翔 下午場

1106205054 洪○悅 下午場

1106205055 邱○婷 下午場

1106205056 蔡○心 下午場

1106205057 李○洧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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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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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5059 林○威 下午場

1106205060 袁○淳 下午場

1106205061 洪○伶 下午場

1106205062 林○晏 下午場

1106205063 鄭○瑜 下午場

1106205064 徐○均 下午場

1106205065 廖○翎 下午場

1106205066 ○ Thi Nhu ○ 下午場

1106205067 李○蒨 下午場

1106205068 蘇○瑄 下午場

1106205069 林○豪 下午場

1106205070 廖○茹 下午場

1106205071 陳○蓁 下午場

1106205072 李○ 下午場

1106205073 翁○妮 下午場

1106205074 陳○瀅 下午場

1106205075 江○君 下午場

1106205076 楊○ 下午場

1106205077 周○璇 下午場

1106205078 歐○珊 下午場

1106205079 江○瑄 下午場

1106205080 林○聖 下午場

1106205081 許○旂 下午場

1106205082 吳○儒 下午場

1106205083 吳○真 下午場

1106205084 蔡○君 下午場

1106205085 黃○潔 下午場

1106205086 林○潼 下午場

1106205087 蕭○璇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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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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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5088 高○菱 下午場

1106205089 曾○菱 下午場

1106205090 徐○昊 下午場

1106205091 古○婷 下午場

1106205092 譜○嶺○香 下午場

1106205093 ○ Quoc Huy 下午場

1106205094 ○ TRAN PHUONG ○ 下午場

1106205095 陳○瑄 下午場

1106205096 何○駖 下午場

1106205097 許○茜 下午場

1106205098 莊○如 下午場

1106205099 董○濠 下午場

1106205100 翁○閔 下午場

1106205101 巫○軒 下午場

1106205102 林○慈 下午場

1106205103 林○翰 下午場

1106205104 邴○萱 下午場

1106205106 劉○綺 下午場

1106205107 呂○臻 下午場

1106205108 邱○瑋 下午場

1106205110 李○俞 下午場

1106205111 劉○尹 下午場

1106205112 鄒○庭 下午場

1106205113 許○綾 下午場

1106205115 蔡○卉 下午場

1106208001 賴○玲 上午場

1106208002 盧○凱 上午場

1106208003 韓○旻 上午場

1106208005 朱○恩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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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8006 徐○婷 上午場

1106208007 廖○宣 上午場

1106208008 王○婷 上午場

1106208009 鄧○偉 上午場

1106208010 李○儀 上午場

1106208012 陳○廷 上午場

1106208013 紀○妤 上午場

1106208014 蘇○瑄 上午場

1106208015 張○鈞 上午場

1106208016 林○如 上午場

1106208017 余○真 上午場

1106208018 蔡○如 上午場

1106208019 蔡○真 上午場

1106208020 侯○成 上午場

1106208021 李○晃 上午場

1106208022 張○晰 上午場

1106208024 余○珠 上午場

1106208025 張○儒 上午場

1106208026 王○雅 上午場

1106208027 陳○竹 上午場

1106208028 林○禎 上午場

1106208029 方○羽 上午場

1106208032 劉○辰 上午場

1106208033 巫○璇 上午場

1106208034 陳○儀 上午場

1106208035 李○恩 上午場

1106208036 許○婷 上午場

1106208037 王○涵 上午場

1106208038 江○恩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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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8039 藍○欣 上午場

1106208040 王○仁 上午場

1106208041 蕭○瑛 上午場

1106208042 王○筑 上午場

1106208043 陶○宇 上午場

1106208045 何○萱 上午場

1106208046 陳○瑜 上午場

1106208047 郭○慈 上午場

1106208049 江○蒨 上午場

1106208050 楊○淳 上午場

1106208051 劉○辰 上午場

1106208052 劉○齊 上午場

1106208053 林○華 上午場

1106208054 莊○萱 上午場

1106208061 葉○ 上午場

1106208062 康○尹 上午場

1106208063 林○嘉 上午場

1106208064 翁○如 上午場

1106208065 劉○承 上午場

1106208066 王○芯 上午場

1106208067 吳○潁 上午場

1106208070 鄭○函 上午場

1106208071 游○欣 上午場

1106208072 余○禎 上午場

1106208074 陳○芳 上午場

1106208075 羅○馨 上午場

1106208076 楊○涵 上午場

1106208077 周○臻 上午場

1106208078 顧○恩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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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8079 陳○毅 上午場

1106208080 蔡○純 上午場

1106208081 張○○紘 上午場

1106208082 簡○潔 上午場

1106208083 卓○全 上午場

1106208084 呂○宜 上午場

1106208085 吳○安 上午場

1106208086 林○君 上午場

1106208087 王○婷 上午場

1106208088 楊○萱 上午場

1106208089 周○翔 上午場

1106208090 林○潔 上午場

1106208091 郭○妤 上午場

1106208092 左○瑜 上午場

1106208093 蘇○雯 上午場

1106208094 李○蓉 上午場

1106208095 王○茹 上午場

1106208096 江○薇 上午場

1106208097 黃○晴 上午場

1106208099 林○如 上午場

1106208100 顏○雨 上午場

1106208101 朱○瑩 上午場

1106208103 朱○妤 上午場

1106208104 余○妏 上午場

1106208105 張○岑 上午場

1106208106 陳○蓁 上午場

1106208107 黃○瑜 上午場

1106208108 林○緁 上午場

1106208109 盧○嬨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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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8111 謝○恩 上午場

1106208112 陳○品 上午場

1106209001 陳○涵 上午場

1106209002 許○榕 上午場

1106209005 蔡○瑄 上午場

1106209006 鄭○庭 上午場

1106209007 陳○仰 上午場

1106209008 李○彤 上午場

1106209010 黃○晴 上午場

1106209011 蔡○壎 上午場

1106209012 陳○成 上午場

1106209016 吳○辰 上午場

1106209017 趙○琳 上午場

1106209018 林○陞 上午場

1106209019 嘪○任 上午場

1106209022 簡○瑞 上午場

1106209023 廖○婷 上午場

1106209024 王○淮 上午場

1106209025 施○卉 上午場

1106209026 莊○玲 上午場

1106209028 歐○語 上午場

1106209029 賴○維 上午場

1106209030 張○欣 上午場

1106209032 羅○君 上午場

1106209033 林○妤 上午場

1106209034 陳○萍 上午場

1106209035 向○媖 上午場

1106209037 劉○鴻 上午場

1106209038 吳○筠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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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09039 羅○麟 上午場

1106209040 吳○樺 上午場

1106209041 賴○晴 上午場

1106209042 林○鈺 上午場

1106209043 粘○瑩 上午場

1106209044 林○傑 上午場

1106209045 鄧○心 上午場

1106209046 蔡○庭 上午場

1106209048 張○彬 上午場

1106209049 楊○毅 上午場

1106209051 ○ Ibrahim 上午場

1106209052 ○ FRANKOCIONI 上午場

1106209053 ○ DIANI KUMARADEWI 上午場

1106209054 ○ BATTSETSEG 上午場

1106209055 新○○樹 上午場

1106209056 有○○紗 上午場

1106209057 ○ Raymond Gilbert○ 上午場

1106209058 楊○華 上午場

1106210001 朱○華 上午場

1106210002 呂○綺 上午場

1106210003 陳○儀 上午場

1106210004 駱○豪 上午場

1106210005 高○瑩 上午場

1106210006 吳○珊 上午場

1106210008 張○婷 上午場

1106210009 梁○捷 上午場

1106210010 林○萱 上午場

1106210011 洪○恩 上午場

1106210012 劉○毓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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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10013 賴○蓉 上午場

1106210014 曾○丞 上午場

1106210015 邱○萱 上午場

1106210016 簡○碩 上午場

1106210018 賴○媃 上午場

1106210019 謝○婷 上午場

1106210020 林○翊 上午場

1106210021 施○婷 上午場

1106210022 林○妗 上午場

1106210025 余○緗 上午場

1106210026 邱○茹 上午場

1106210027 林○書 上午場

1106210028 鄭○穎 上午場

1106210029 賴○杏 上午場

1106210030 黃○涵 上午場

1106210031 卓○萱 上午場

1106210032 林○宣 上午場

1106210033 鄭○亓 上午場

1106210034 林○均 上午場

1106210037 鄧○彤 上午場

1106210038 林○君 上午場

1106210039 徐○致 上午場

1106210040 葉○欽 上午場

1106210041 楊○涵 上午場

1106210042 鍾○ 上午場

1106210043 李○瑄 上午場

1106210044 陳○滋 上午場

1106210046 林○羚 上午場

1106210047 蔡○璇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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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10048 彭○婷 上午場

1106210049 李○霈 上午場

1106210051 麥○綾 上午場

1106210052 劉○妤 上午場

1106210053 彭○儀 上午場

1106210054 邱○勛 上午場

1106210055 吳○儀 上午場

1106210056 薛○維 上午場

1106210057 蕭○容 上午場

1106210058 鄭○淓 上午場

1106210059 賴○呈 上午場

1106210060 魏○仲 上午場

1106210061 廖○瑜 上午場

1106210062 ○ DANILO 上午場

1106210063 ○ Escobar Marques 上午場

1106210064 ○ Davide 上午場

1106210065 ○ Paris David 上午場

1106210067 ○ De Bruim Giro 上午場

1106210069 何○濤 上午場

1106210070 原○○來 上午場

1106211002 潘○蔚 上午場

1106211003 黃○婷 上午場

1106211004 陳○洵 上午場

1106211005 謝○霖 上午場

1106211006 阮○倫 上午場

1106211007 徐○ 上午場

1106211008 何○芠 上午場

1106211009 莊○瑄 上午場

1106211010 蔡○均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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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11011 蘇○玄 上午場

1106211012 蔡○芳 上午場

1106211013 李○靜 上午場

1106211014 崔○涵 上午場

1106211015 龔○太 上午場

1106211016 王○碩 上午場

1106211017 許○源 上午場

1106211018 徐○萱 上午場

1106211019 莫○浩 上午場

1106211020 許○瑜 上午場

1106211021 鄭○心 上午場

1106211022 吳○郡 上午場

1106211023 林○慈 上午場

1106211024 蘇○婷 上午場

1106211025 陳○凌 上午場

1106211026 毛○婷 上午場

1106211027 朱○淵 上午場

1106211028 潘○綾 上午場

1106211029 李○宣 上午場

1106211030 許○其 上午場

1106211032 王○翎 上午場

1106211033 范○楨 上午場

1106211034 陳○佑 上午場

1106211035 林○文 上午場

1106211036 蔡○潔 上午場

1106211037 劉○均 上午場

1106211038 潘○竣 上午場

1106211039 ○ NIDIAWATI 上午場

1106211040 陳○筠 上午場

91



 107年5月27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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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11041 羅○萱 上午場

1106211042 王○博 上午場

1106211043 王○軒 上午場

1106211061 陳○琦 上午場

1106211062 逄○宇 上午場

1106211064 季○涵 上午場

1106211065 楊○崴 上午場

1106211066 呂○宇 上午場

1106211067 鄒○訓 上午場

1106211068 林○韻 上午場

1106211069 張○ 上午場

1106211070 黃○儀 上午場

1106211071 鐘○愷 上午場

1106211072 李○怡 上午場

1106211073 余○豪 上午場

1106211074 葉○儀 上午場

1106211075 劉○月 上午場

1106211076 陳○伃 上午場

1106211077 蔡○涵 上午場

1106211078 陳○慧 上午場

1106211079 吳○萁 上午場

1106211080 謝○庭 上午場

1106211081 陳○華 上午場

1106211082 鍾○嶧 上午場

1106211086 陳○寧 上午場

1106211087 藍○齊 上午場

1106211088 黃○婷 上午場

1106211089 潘○呈 上午場

1106211090 陳○琪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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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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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11091 張○云 上午場

1106211092 范○慈 上午場

1106211093 桑○璵 上午場

1106211094 蔡○綾 上午場

1106211095 李○妘 上午場

1106211096 呂○玶 上午場

1106211097 陳○琳 上午場

1106211098 鄭○偉 上午場

1106211099 高○捷 上午場

1106211101 張○恩 上午場

1106212001 高○雯 上午場

1106212002 黃○瑄 上午場

1106212003 傅○芯 上午場

1106212004 莊○雯 上午場

1106212005 黃○元 上午場

1106212006 劉○萱 上午場

1106212007 翁○彣 上午場

1106212009 柯○萱 上午場

1106212010 林○寬 上午場

1106212011 劉○靖 上午場

1106212012 張○淳 上午場

1106212013 林○宏 上午場

1106212014 方○茗 上午場

1106212015 陳○靜 上午場

1106212016 吳○姍 上午場

1106212018 楊○亮 上午場

1106212020 羅○瑜 上午場

1106212021 曾○航 上午場

1106212022 陳○儒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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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12025 田○穎 上午場

1106212026 葉○伶 上午場

1106212027 鄭○元 上午場

1106212028 張○瑄 上午場

1106212029 紀○安 上午場

1106212031 羅○憶 上午場

1106212032 黃○瑩 上午場

1106212033 陳○穎 上午場

1106212034 吳○庭 上午場

1106212035 徐○宜 上午場

1106212036 伍○璘 上午場

1106212037 王○晴 上午場

1106212038 蔡○智 上午場

1106212039 張○芸 上午場

1106212040 羅○瀅 上午場

1106212041 陳○穎 上午場

1106212042 王○傑 上午場

1106212043 王○婷 上午場

1106212044 龍○宜 上午場

1106212045 吳○秦 上午場

1106212046 陳○羚 上午場

1106212047 郭○真 上午場

1106212049 尹○崴 上午場

1106212050 鄭○彤 上午場

1106212051 楊○奕 上午場

1106212053 謝○臻 上午場

1106212054 李○蓁 上午場

1106212055 楊○瑜 上午場

1106212056 ○ Geovani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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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212057 矢○○椰 上午場

1106212059 劉○兒 上午場

1106212062 吳○慧 上午場

1106212063 黃○穎 上午場

1106212064 ○ Anunciata 上午場

1106212065 ○ GRACE EBO 上午場

1106212066 俞○清 上午場

1106212067 陳○○昶 上午場

1106213001 王○茹 上午場

1106213002 蘇○容 上午場

1106213003 劉○汶 上午場

1106213004 陳○怡 上午場

1106213005 曾○樺 上午場

1106213006 黃○森 上午場

1106213007 陳○玫 上午場

1106213008 陳○宇 上午場

1106213009 劉○綸 上午場

1106213010 葛○齊 上午場

1106213011 鍾○琦 上午場

1106213012 林○昕 上午場

1106213013 黃○祐 上午場

1106213014 廖○偵 上午場

1106213015 鄭○心 上午場

1106213016 劉○均 上午場

1106213017 舒○柔 上午場

1106213018 邱○罡 上午場

1106213019 楊○瑞 上午場

1106213020 陳○均 上午場

1106213021 吳○慈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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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213022 紀○妤 上午場

1106213023 宋○曄 上午場

1106213024 張○蓁 上午場

1106213025 吳○庭 上午場

1106213026 廖○伶 上午場

1106213027 王○嘉 上午場

1106213028 薛○慧 上午場

1106213029 許○瑄 上午場

1106213030 蕭○穎 上午場

1106213031 呂○悌 上午場

1106213033 陳○蓁 上午場

1106213034 李○真 上午場

1106213035 徐○宸 上午場

1106213036 吳○瑀 上午場

1106213037 鄧○程 上午場

1106213039 鄭○雯 上午場

1106213040 江○彥 上午場

1106213041 張○禎 上午場

1106213043 陳○業 上午場

1106213044 林○瑾 上午場

1106213045 洪○佳 上午場

1106213048 陳○苓 上午場

1106213052 侯○婷 上午場

1106213053 洪○莎 上午場

1106213055 林○鑫 上午場

1106213056 賴○妤 上午場

1106213057 洪○潔 上午場

1106213061 吳○儀 上午場

1106213062 曾○森 上午場

96



 107年5月27日(日)

大學英檢日四技在學應試名單

                                                              107.03.1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

請注意

日四技5月27日大學英檢應試名單僅做為考試名單確認之用，不得做為通過本校英文畢業

門檻與否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請參閱註冊組網頁右側重要訊息下之「語檢畢

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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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213063 孫○亮 上午場

1106213064 爐○彤 上午場

1106213065 洪○瑩 上午場

1106213066 楊○瑜 上午場

1106213067 呂○鋒 上午場

1106213068 朱○欣 上午場

1106213069 謝○騏 上午場

1106213070 薛○方 上午場

1106213071 林○瑜 上午場

1106213072 吳○宗 上午場

1106213073 李○真 上午場

1106213074 李○肴 上午場

1106213075 張○慈 上午場

1106213076 池○鳳 上午場

1106213078 張○宇 上午場

1106213079 曾○庭 上午場

1106213081 劉○萱 上午場

1106213082 陳○亦 上午場

1106213083 蔣○妤 上午場

1106213084 林○萪 上午場

1106213085 劉○湘 上午場

1106213086 蔡○妮 上午場

1106213087 陳○洋 上午場

1106213088 林○萱 上午場

1106213090 廖○欣 上午場

1106213091 陳○絜 上午場

1106213093 陳○瑋 上午場

1106213094 龔○淳 上午場

1106213095 游○蓁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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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1106213096 范○瑄 上午場

1106213097 蕭○易 上午場

1106213098 邱○渝 上午場

1106213099 陳○均 上午場

1106213100 余○謙 上午場

1106213101 白○嫣 上午場

1106213102 呂○稜 上午場

1106213103 陳○惠 上午場

1106213104 吳○緯 上午場

1106213105 陳○琪 上午場

1106213106 陳○謙 上午場

1106213108 紀○妤 上午場

1106213110 郭○靈 上午場

1106213111 陳○賢 上午場

1106213113 林○翰 上午場

2102200134 陳○穎 下午場

2102201008 陳○嫣 下午場

2102201013 施○明 下午場

2102203057 吳○靜 下午場

2103200040 沈○婷 下午場

2103200084 王○瑄 下午場

2103200094 黃○慈 下午場

2103202045 張○云 下午場

2103204008 朱○淇 下午場

2103204047 洪○妏 下午場

2103207032 葉○宇 下午場

2104200082 施○君 下午場

2104200103 王○舜 上午場

2104200143 林○吟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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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200155 曾○婷 下午場

2104201009 洪○旎 下午場

2104201030 蘇○雅 下午場

2104202028 廖○棋 下午場

2104202040 徐○婷 下午場

2104203024 張○翔 下午場

2104203030 謝○ 下午場

2104203041 白○如 下午場

2104203048 阮○筠 下午場

2104204002 余○臻 下午場

2104204011 李○銓 下午場

2104204015 王○凱 下午場

2104204020 張○瑜 下午場

2104204110 陳○和 下午場

2105200054 陳○臻 上午場

2105200065 陳○竹 上午場

2105200088 何○諺 上午場

2105200127 邵○琳 上午場

2105200136 王○文 上午場

2105200163 張○賀 上午場

2105201027 曾○程 上午場

2105202009 李○純 上午場

2105202036 張○謙 上午場

2105202039 黃○齡 上午場

2105203016 曾○瑄 上午場

2105203017 李○翰 上午場

2105203025 顏○軒 上午場

2105203029 池○締 上午場

2105203030 古○俊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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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04006 黃○柔 下午場

2105204017 王○汝 上午場

2105204022 呂○瑄 上午場

2105204026 黃○善 上午場

2105204027 劉○檠 上午場

2105204030 朱○琳 上午場

2105204031 莊○旭 上午場

2105204032 黃○豪 上午場

2105204037 羅○瑄 上午場

2105204049 李○德 上午場

2105204081 葉○嘉 上午場

2105204083 潘○瑞 上午場

2105204094 顏○瑄 上午場

2105204102 邱○霖 上午場

1101304004 安○琳 下午場

1101304014 唐○瑄 下午場

1102204186 許○維 下午場

1102300026 蘇○雯 下午場

1102300104 黃○然 下午場

1102302010 郭○毓 下午場

1102302036 邱○雅 下午場

1102304030 林○翎 下午場

1105104004 詹○婷 下午場

1105600002 郭○惠 下午場

1105617014 蕭○政 下午場

1106614005 沈○妤 下午場

1106614006 王○雯 下午場

1106617003 吳○諼 上午場

1106617006 林○姁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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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516008 黃○翰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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