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項目 核准學校 核准修讀學系 核准學號 姓名 原就讀學校 原校學系 年級 原校學號

1 雙主修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S11000237 邱O凌 實踐 企業管學系 2 A109230100

2 雙主修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S11100010 蔡O善 東吳 社會工作學系 1 10116207

3 雙主修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S11100011 張O晴 東吳 社會系 2 09115135

4 雙主修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任O麒 中原 財經法律學系 10945206

5 雙主修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劉O喬 世新 新聞學系 - A109010251

6 雙主修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張O洋 世新 社會心理學系 - A108310117

7 雙主修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99000002 黃O雯 東吳 日本語文學系 3 08122223

8 雙主修 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B1520011 陳O修 輔仁 法律學系 1 410370332

9 雙主修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黃O倪 文化 觀光事業學系 - B0208111

10 雙主修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李O仁 逢甲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 D1014415

11 雙主修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陳O愛 實踐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2 A109280003

12 雙主修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徐O芃 文化 法律學系 3 A9217129

1 輔系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S11100004 黃O倪 文化 觀光事業學系 1 B0208111

2 輔系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S11100005 嚴O恩 文化 法律學系 2 A9244789

3 輔系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S11100005 王O宇 文化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3 A8253687

4 輔系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S11100007 張O洋 世新 社會心理學系 3 A108310117

5 輔系 輔仁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S11100008 陳O茵 東吳 政治學系 1 101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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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輔系 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S11100009 賴O博 淡江 企業管理學系 1 410610298

7 輔系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S11100003 張O妤 世新 新聞學系 1 A110010030

8 輔系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梁O絮 文化 法律學系 - B0215720

9 輔系 東吳大學 歷史學系 劉O喬 世新 新聞學系 - A109010251

10 輔系 東吳大學 哲學系 廖O蓁 實踐 服裝設計學系 - A110110097

11 輔系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黃O嘉 銘傳 國際企業學系 - 09570976

12 輔系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吳O璇 銘傳 國際企業學系 - 09570896

13 輔系 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B1520011 陳O修 輔仁 法律學系 1 410370332

14 輔系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林O伃 逢甲 會計學系 - D0911632

15 輔系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T111190501 陳O宣 東吳 日本語文學系 2 09122244

16 輔系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 11525016 張O伶 東吳 經濟學系 4 08111117

17 輔系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林O辰 文化 行政管理學系 2 A9248113

18 輔系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楊O樺 世新 廣播電視與電影學系 2 A108031034

19 輔系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謝O玲 世新 廣播電視與電影學系 2 A109033066

20 輔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邱O芸 東吳 法律學系 4 08141433

21 輔系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徐O瑗 銘傳 財務金融學系 3 09541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