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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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1101213026 洪O雅 下午場

1103201120 黃O詠 下午場

1103204042 葉O 下午場

1103213016 蔡O微 下午場

1103302012 王O 下午場

1104200109 吳O琦 下午場

1104203083 詹O恩 下午場

1104203099 黃O雯 下午場

1104204027 侯O鍵 下午場

1104204091 黃O揚 下午場

1104204152 陳O君 下午場

1104205020 陳O儀 下午場

1104205048 張O芳 下午場

1104211001 劉O妏 下午場

1104213112 黃O逸 下午場

1104300045 陳O如 下午場

1104300054 黃O平 下午場

1104300067 邱O吟 下午場

1104300072 林O津 下午場

1104300084 邱O珮 下午場

1104300087 曾O熒 下午場

1104300092 柯O涵 下午場

1104300098 賴O汝 下午場

1104300102 林O伊 下午場

1104300111 賴O文 下午場

1104300133 鄭O瑄 下午場

1104300150 周O霈 下午場

1104300166 鄞O竹 下午場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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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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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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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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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4301022 田O欣 下午場

1104301041 黃O文 下午場

1104301051 吳O璟 下午場

1104302004 林O諭 下午場

1104302007 林O昀 下午場

1104302011 陸O萱 下午場

1104302027 陳O同 下午場

1104302039 杜O儀 下午場

1104302051 侯O凱 下午場

1104303025 柳O瑋 下午場

1104304006 許O源 下午場

1104304007 王O雯 下午場

1104304015 杜O伶 下午場

1104304018 李O 下午場

1104304019 黃O雅 下午場

1104304020 吳O蓁 下午場

1104304025 李O葳 下午場

1104304030 林O濬 下午場

1104304036 蘇O玟 下午場

1104304038 楊O州 下午場

1104304039 鍾O婕 下午場

1104304047 吳O慈 下午場

1104304051 黃O則 下午場

1105200005 鄭O凡 下午場

1105200013 楊O宜 下午場

1105200030 前O奈奈美 下午場

1105200035 陳O瑄 下午場

1105200044 簡O瑩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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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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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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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0045 邱O靖 下午場

1105200073 溫O淳 下午場

1105200074 林O綺 下午場

1105200086 梁O謙 下午場

1105200089 謝O慶 下午場

1105200092 黃O宇 下午場

1105200093 吳O萱 下午場

1105200102 黃O琳 下午場

1105200109 黃O誠 下午場

1105200150 張O翔 下午場

1105200169 孫O綸 下午場

1105201008 楊O璇 下午場

1105201012 朱O寧 下午場

1105201019 黃O蓁 下午場

1105201030 廖O豪 下午場

1105201037 蔡O璋 下午場

1105201041 莊O筑 下午場

1105201044 蔡O婷 下午場

1105201053 黃O惠 下午場

1105201054 蘇O 下午場

1105201056 陳O燚 下午場

1105201062 謝O珍 下午場

1105201069 吳O蓉 下午場

1105201072 廖O鈞 下午場

1105201074 陳O汝 下午場

1105201076 莊O筑 下午場

1105201081 蔡O潔 下午場

1105201097 鄭O芳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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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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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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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1103 吳O芸 下午場

1105201112 朱O芸 下午場

1105201113 徐O晴 下午場

1105201115 陳O超 下午場

1105201119 徐O真 下午場

1105202003 楊O柔 下午場

1105202005 張O晴 下午場

1105202008 張O 下午場

1105202026 黃O恩 下午場

1105202041 楊O燁 下午場

1105202042 任O維 下午場

1105202046 嚴O毓 下午場

1105202050 許O惠 下午場

1105202055 林O宇 下午場

1105202061 江O陵 下午場

1105202069 林O君 下午場

1105202075 張O茵 下午場

1105202090 莊O雯 下午場

1105202102 劉O偉 下午場

1105202105 郭O宇 下午場

1105202107 陳O孟 下午場

1105202108 郭O臻 下午場

1105202113 謝O歆 下午場

1105202115 吳O妤 下午場

1105203005 黃O琦 下午場

1105203008 陳O妤 下午場

1105203010 江O儀 下午場

1105203012 林O遠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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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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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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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3024 呂O諭 下午場

1105203031 謝O蓉 下午場

1105203032 謝O蓁 下午場

1105203041 唐O庭 下午場

1105203042 許O景 下午場

1105203043 李O慈 下午場

1105203046 林O庭 下午場

1105203050 陳O紜 下午場

1105203052 陳O英 下午場

1105203054 高O雅 下午場

1105203056 蔡O寧 下午場

1105203076 何O萱 下午場

1105203079 吳O宇 下午場

1105203096 陳O涵 下午場

1105203097 唐O芳 下午場

1105203101 孫O瑜 下午場

1105203108 劉O芩 下午場

1105203110 馬O家 下午場

1105203114 戴O瑄 下午場

1105203117 陳O蓁 下午場

1105203119 陳O雯 下午場

1105203120 蔡O紜 下午場

1105204001 廖O芃 下午場

1105204002 陳O維 下午場

1105204003 吳O文 下午場

1105204004 李O恩 下午場

1105204005 葉O如 下午場

1105204008 童O傑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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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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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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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4010 陸O穎 下午場

1105204011 林O琦 下午場

1105204014 曾O芮 下午場

1105204015 林O琪 下午場

1105204016 葉O凱 下午場

1105204017 陳O浚 下午場

1105204018 張O臻 下午場

1105204019 劉O如 下午場

1105204020 甘O涵 下午場

1105204021 許O榕 下午場

1105204023 梁O雯 下午場

1105204024 彭O容 下午場

1105204025 林O儀 下午場

1105204026 林O祐 下午場

1105204027 王O婷 下午場

1105204028 邱O玲 下午場

1105204029 孫O瑜 下午場

1105204030 陳O琳 下午場

1105204032 戴O安 下午場

1105204033 李O樂 下午場

1105204034 周O賢 下午場

1105204037 周O諭 下午場

1105204040 魏O淵 下午場

1105204042 吳O賢 下午場

1105204043 張O柔 下午場

1105204044 邱O庭 下午場

1105204047 李O欣 下午場

1105204048 張O綺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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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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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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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4061 邱O嵋 下午場

1105204062 林O妏 下午場

1105204064 李O賢 下午場

1105204065 李O婷 下午場

1105204069 黃O琪 下午場

1105204070 邱O芳 下午場

1105204084 劉O旻 下午場

1105204085 謝O衡 下午場

1105204087 許O穎 下午場

1105204088 陳O雅 下午場

1105204091 李O柔 下午場

1105204093 楊O琦 下午場

1105204095 廖O翎 下午場

1105204096 洪O婷 下午場

1105204097 詹O智 下午場

1105204098 洪O蓮 下午場

1105204099 李O君 下午場

1105204102 嚴O瑋 下午場

1105204103 莊O燕 下午場

1105204104 楊O珮 下午場

1105204108 黃O樺 下午場

1105204133 羅O 下午場

1105204150 施O如 下午場

1105204154 張O閔 下午場

1105204155 宋O嫻 下午場

1105204156 張O詠 下午場

1105204160 呂O文 下午場

1105204163 劉O晴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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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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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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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4168 曾O慈 下午場

1105204171 張O姍 下午場

1105204181 朱O茜 下午場

1105204188 邱O慈 下午場

1105204207 郭O楠 下午場

1105204208 吳O翔 下午場

1105204209 劉O蓁 下午場

1105204211 張O庭 下午場

1105204214 游O霖 下午場

1105204215 叢O銘 下午場

1105204216 崔O文 下午場

1105204217 曾O霆 下午場

1105204220 陳O琳 下午場

1105204223 謝O諺 下午場

1105204224 高O瀚 下午場

1105204225 詹O璇 下午場

1105204226 李O寧 下午場

1105204227 林O寧 下午場

1105204228 黃O綺 下午場

1105204231 許O奕 下午場

1105204233 陳O維 下午場

1105204235 蔡O蓉 下午場

1105204236 顏O芯 下午場

1105204242 王O歆 下午場

1105205001 胡O宇 下午場

1105205002 謝O伃 下午場

1105205003 韓O 下午場

1105205004 李O蓁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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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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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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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5005 王O貽 下午場

1105205008 陳O文 下午場

1105205010 黃O霈 下午場

1105205013 彭O嘉 下午場

1105205014 黃O瑜 下午場

1105205015 徐O彣 下午場

1105205016 林O慶 下午場

1105205017 黃O蓉 下午場

1105205018 黃O涵 下午場

1105205019 陳O玲 下午場

1105205021 吳O維 下午場

1105205022 林O瑜 下午場

1105205026 黃O晨 下午場

1105205027 林O儀 下午場

1105205028 潘O柔 下午場

1105205029 陳O琳 下午場

1105205030 余O婷 下午場

1105205031 高O吟 下午場

1105205034 游O潼 下午場

1105205036 阮O香 下午場

1105205039 林O維 下午場

1105205042 姚O芸 下午場

1105205044 陳O婷 下午場

1105205045 楊O淇 下午場

1105205046 蕭O瑜 下午場

1105205048 潘O若妤 下午場

1105205050 陳O菁 下午場

1105205051 陳O庭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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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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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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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5053 許O齊 下午場

1105205061 蕭O怡 下午場

1105205062 歐O憶瀅 下午場

1105205063 賴O榮 下午場

1105205064 施O琪 下午場

1105205065 黃O綺 下午場

1105205066 張O葦 下午場

1105205070 李O賢 下午場

1105205071 許O玲 下午場

1105205072 邱O玉 下午場

1105205074 張O瑋 下午場

1105205077 謝O窈 下午場

1105205078 唐O喬 下午場

1105205079 張O褕 下午場

1105205080 潘O芝 下午場

1105205081 劉O蓉 下午場

1105205082 江O穎 下午場

1105205083 張O笙 下午場

1105205084 羅O琪 下午場

1105205085 張O鉞 下午場

1105205086 邱O瑋 下午場

1105205087 李O妤 下午場

1105205090 李O慶 下午場

1105205091 黃O瑞 下午場

1105205093 萬O 下午場

1105205095 魏O辰 下午場

1105205098 陳O莉 下午場

1105205100 曾O雅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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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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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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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5103 吳O玹 下午場

1105205104 呂O禮 下午場

1105205105 楊O喻 下午場

1105205107 林O萱 下午場

1105205108 詹O安 下午場

1105205110 曾O寧 下午場

1105205111 劉O儒 下午場

1105205112 王O柔 下午場

1105205113 李O娟 下午場

1105205115 李O嫺 下午場

1105205119 劉O如 下午場

1105205120 何O芸 下午場

1105205124 古O承 下午場

1105205125 潘O文 下午場

1105208022 蔡O君 下午場

1105208024 余O穎 下午場

1105208028 林O雯 下午場

1105208036 蕭O軒 下午場

1105208039 林O珊 下午場

1105208042 陳O渝 下午場

1105208044 黃O卿 下午場

1105201002 許O瑄 下午場

1105208046 李O 下午場

1105208047 蕭O琳 下午場

1105208048 黃O涵 下午場

1105208051 李O爾 下午場

1105208052 賴O琳 下午場

1105208066 周O榛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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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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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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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08067 謝O錡 下午場

1105208072 陳O濃 下午場

1105208081 劉O妤 下午場

1105208089 蔡O任 下午場

1105208092 楊O蓉 下午場

1105208097 陳O德 下午場

1105208110 許O瑜 下午場

1105208111 陳O婷 下午場

1105208112 黃O芸 下午場

1105208113 黃O晴 下午場

1105208115 黃O戎 下午場

1105208116 彭O駒 下午場

1105208118 溫O安 下午場

1105208120 葉O綾 下午場

1105208122 邱O綉 下午場

1105209014 王O妤 下午場

1105209047 陳O敏 下午場

1105209052 劉O 下午場

1105209053 陳O柔 下午場

1105210001 黃O蓮 下午場

1105210004 許O庭 下午場

1105210008 張O芳 下午場

1105210012 劉O齊 下午場

1105210014 葉O綾 下午場

1105210025 洪O慈 下午場

1105210028 劉O倪 下午場

1105210034 洪O陽 下午場

1105210039 三O湧樹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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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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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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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10041 林O涵 下午場

1105210043 林O澔 下午場

1105210047 莊O諭 下午場

1105210052 呂O薇 下午場

1105210061 施O妮 下午場

1105210064 張O婷 下午場

1105210069 張O亦奇 下午場

1105211005 郭O妤 下午場

1105211006 羅O閎 下午場

1105211009 王O蓉 下午場

1105211010 李O彥 下午場

1105211012 王O凱 下午場

1105211014 石O佐 下午場

1105211016 陳O錡 下午場

1105211019 陳O安 下午場

1105211020 廖O妤 下午場

1105211021 李O錂 下午場

1105211022 張O禎 下午場

1105211024 洪O澤 下午場

1105211026 胥O君 下午場

1105211028 蔡O淇 下午場

1105211029 劉O薰 下午場

1105211030 張O平 下午場

1105211031 羅O萱 下午場

1105211032 高O禧 下午場

1105211033 王O方 下午場

1105211034 潘O瑄 下午場

1105211035 陳O君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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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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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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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11036 楊O安 下午場

1105211038 邱O 下午場

1105211039 張O綾 下午場

1105211040 陳O伶 下午場

1105211042 許O筑 下午場

1105211043 陳O隆 下午場

1105211044 陳O欣 下午場

1105211061 徐O紜 下午場

1105211063 蔡O臻 下午場

1105211064 鄭O盈 下午場

1105211065 陳O宇 下午場

1105211067 洪O億 下午場

1105211068 羅O昕 下午場

1105211069 陳O汝 下午場

1105211070 劉O森 下午場

1105211071 林O琳 下午場

1105211073 陳O卉 下午場

1105211074 史O全 下午場

1105211078 宋O芳 下午場

1105211079 張O瑄 下午場

1105211080 顏O蝶 下午場

1105211083 徐O鑫 下午場

1105211084 李O維 下午場

1105211086 洪O芬 下午場

1105211088 蔡O琳 下午場

1105211090 吳O戎 下午場

1105211092 鄭O仁 下午場

1105211093 莊O璇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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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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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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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11094 楊O媛 下午場

1105211095 詹O儒 下午場

1105211098 鍾O汶 下午場

1105211103 王O潔 下午場

1105211105 蔡O築 下午場

1105212007 邱O禎 下午場

1105212011 楊O儒 下午場

1105212019 王O萱 下午場

1105212027 徐O蘋 下午場

1105212038 和O裕輝 下午場

1105212044 林O穎 下午場

1105212048 秦O綺 下午場

1105212051 劉O成 下午場

1105212053 莊O倫 下午場

1105212054 陳O玲 下午場

1105213001 王O維 下午場

1105213003 邱O淨 下午場

1105213004 詹O淳 下午場

1105213007 劉O廷 下午場

1105213008 張O暄 下午場

1105213013 洪O芯 下午場

1105213016 林O如 下午場

1105213017 謝O怡 下午場

1105213019 洪O軒 下午場

1105213020 李O惠 下午場

1105213021 廖O軒 下午場

1105213026 邱O清 下午場

1105213027 陳O渝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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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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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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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13031 廖O惠 下午場

1105213035 周O夷 下午場

1105213037 張O芯 下午場

1105213039 曾O毅 下午場

1105213041 吳O綺 下午場

1105213042 施O宏 下午場

1105213044 陳O云 下午場

1105213046 段O芸 下午場

1105213048 林O妤 下午場

1105213049 呂O慈 下午場

1105213050 蘇O皓 下午場

1105213062 王O蘋 下午場

1105213064 李O璇 下午場

1105213065 郭O倫 下午場

1105213066 沈O靜 下午場

1105213073 高O婷 下午場

1105213074 吳O成 下午場

1105213075 吳O萱 下午場

1105213078 顏O傑 下午場

1105213079 廖O敏 下午場

1105213080 翁O琇 下午場

1105213082 林O婕 下午場

1105213083 林O琳 下午場

1105213085 賴O霈 下午場

1105213087 江O 下午場

1105213088 林O涵 下午場

1105213089 黃O瑄 下午場

1105213092 江O達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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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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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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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5213093 吳O綺 下午場

1105213097 黃O倫 下午場

1105213098 黃O堯 下午場

1105213099 黃O枚 下午場

1105213102 尤O州 下午場

1105213103 蔡O麗 下午場

1105213104 童O豪 下午場

1105213106 石O婕 下午場

1105213107 徐O維 下午場

1105213108 魏O勛 下午場

1105213110 何O耘 下午場

1105213111 翁O婷 下午場

1105213112 陳O雯 下午場

1105213113 蕭O恩 下午場

1105213119 尹O航 下午場

1105213120 王O凱 下午場

1105213123 徐O婕 下午場

1105213129 朱O蓉 下午場

1106617007 藍O辰 下午場

1107100027 蔡O騏 下午場

1107100032 龔O嘉 下午場

1107100042 吳O慈 下午場

1107101009 全O貞 下午場

1107101010 劉O瑄 下午場

1107102015 邱O雅 下午場

1107104010 林O旻 下午場

1107104013 謝O霓 下午場

1107104019 陳O任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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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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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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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7104029 水O香月 下午場

1107104032 藍O昇 下午場

1107112003 王O筠 下午場

1107112005 余O琳 下午場

2104201030 蘇O雅 下午場

2104204088 柯O安 下午場

2105200054 陳O臻 下午場

2105200057 陳O汝 下午場

2105200088 何O諺 下午場

2105200136 王O文 下午場

2105200163 張O賀 下午場

2105200171 蔣O琳 下午場

2105201027 曾O程 下午場

2105201042 高O惠 下午場

2105202009 李O純 下午場

2105202039 黃O齡 下午場

2105203017 李O翰 下午場

2105203030 古O俊 下午場

2105204006 黃O柔 下午場

2105204017 王O汝 下午場

2105204022 呂O瑄 下午場

2105204026 黃O善 下午場

2105204027 劉O檠 下午場

2105204030 朱O琳 下午場

2105204031 莊O旭 下午場

2105204032 黃O豪 下午場

2105204037 羅O瑄 下午場

2105204049 李O德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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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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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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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2105204065 孫O泓 下午場

2105204081 葉O嘉 下午場

2105204094 顏O瑄 下午場

2105207015 張O宇 下午場

1107100045 吳O泰 下午場

1105200085 洪O湘 下午場

1104300040 林O宇 下午場

1105200028 蔡O娟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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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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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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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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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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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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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21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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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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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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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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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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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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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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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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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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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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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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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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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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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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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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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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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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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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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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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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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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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畢業門檻」。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99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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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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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0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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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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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1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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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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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2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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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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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3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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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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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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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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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5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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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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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6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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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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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7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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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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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8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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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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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09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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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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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0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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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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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1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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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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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2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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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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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3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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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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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4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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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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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5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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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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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6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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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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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7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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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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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8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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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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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19



 109年4月26日(日)

大學英檢在學生應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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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號 姓名 場次

※以下考生名單以「學號」小至大排列

請注意

1.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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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資料以3月17日及20日教務處註冊組提供資料為準，3月27日後不得異動考生

名單。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