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I 菁英語言班-聽讀班 審核通過名單 

編號 科系 姓名 

1 物理系 王○崙 

2 材料系 王○綸 

3 電機系 江○隆 

4 材料系 林○蓉 

5 電機系 林○旭 

6 資工系國際組 陳○瑄 

7 資工系 劉○甄 

8 電機系 蕭○中 

9 材料系 謝○凌 

10 材料系 郭○民 

11 資工系國際組 吳○樂 

12 電機系 洪○雅 

13 生科系 陳○安 

14 生科系 吳○樺 

15 生科系 呂○毅 

16 材料系 王○驊 

17 資工系 趙○璇 

18 電機系 謝○宇 

19 資工系 鍾○威 

20 材料系 郭○倫 

21 材料系 賴○婕 

22 光電系 諶○廷 

23 物理系 李○軒 

24 資工系 黃○盈 

25 物理系 李○哲 

26 電機系 陳○蓉 

27 資工系 羅○欣 

28 光電系 李○誼 

29 生科系 王○樂 

30 生科系 李○周 

31 化學系 謝○甫 

32 化學系 饒○禕 

33 資工系 張○慈 

34 資工系 劉○霆 



35 物理系 張○柔 

36 資工系 吳○駿 

37 電機系 周○甄 

38 電機系 周○姸 

39 生科系 許○慈 

40 化學系 賴○霖 

41 化學系 洪○程 

42 化學系 徐○平 

43 材料系 潘○虹 

44 光電系 戴○諺 

45 資工系 汪○儒 

46 物理系 胡○丞 

47 光電系 林○叡 

48 光電系 王○盛 

49 物理系 方○謀 

50 應數系 孔○諭 

51 生科系 梁○慈 

52 生科系 高○琳 

53 物理系 張○佑 

54 資工系 陳○伶 

55 生科系 陳○堯 

56 資工系 林○安 

57 資工系 游○騏 

58 應數系 黃○行 

59 應數系 王○翔 

60 生科系 吳○蓁 

61 應數系 胡○詳 

62 化學系 楊○慧 

63 化學系 黃○皙 

64 生科系 劉○均 

65 電機系 詹○庭 

66 會計學系 諶○翰 

67 會計學系 白○蓁 

68 會計學系 陳○宇 

69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梁○瑀 

70 財務金融學系 林○毅 

71 會計學系 陳○茗 



72 會計學系 徐○睿 

73 資訊管理學系 陳○杰 

74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劉○葶 

75 國際企業學系 蔡○橋 

76 財務金融學系 吳○倫 

77 資訊管理學系 鄭○廉 

78 財務金融學系 陳○柔 

79 財務金融學系 孫○茗 

80 材料系 陳○迪 

81 國際企業學系 林○暄 

82 會計學系 高○祐 

83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陳○佳 

84 資訊管理學系 董○妤 

85 會計學系 潘○賢 

86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陳○寧 

87 資訊管理學系 蕭○安 

88 國際企業學系 李○臻 

89 國際企業學系 賴○伶 

90 資訊管理學系 陳○安 

91 國際企業學系 李○柔 

92 資訊管理學系 嚴○麟 

93 會計學系 簡○庭 

94 國際企業學系 李○蜜 

95 國際企業學系 藍○屏 

96 會計學系 簡○帆 

97 會計學系 曾○堂 

98 會計學系 黃○宜 

99 資訊管理學系 林○翔 

100 資訊管理學系 梁○承 

101 財務金融學系 蕭○修 

102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林○逸 

103 會計學系 李○熯 

104 會計學系 郭○凱 

105 會計學系 李○璇 

106 會計學系 張○杰 

107 會計學系 楊○佳 

108 會計學系 張○宇 



109 會計學系 陳○安 

110 國際企業學系 吳○涵 

111 資訊管理學系 葉○溢 

112 資訊管理學系 李○嘉 

113 資訊管理學系 吳○蓁 

114 資訊管理學系 李○佑 

115 會計學系 鄭○安 

116 國際企業學系 楊○諠 

117 國際企業學系 林○晞 

118 國際企業學系 洪○馨 

119 會計學系 劉○良 

120 會計學系 林○翔 

121 會計學系 蔡○婕 

122 會計學系 廖○淯 

 

EMI 菁英語言班-說寫班 審核通過名單 

編號 科系 姓名 

1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組 張○安 

2 生命科學系 林○棻 

3 電機工程學系 張○晴 

4 資訊工程學系 康○珊 

5 資訊工程學系 郭○閣 

6 光電 沈○誼 

7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霈 

8 物理系 謝○崴 

9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蘇○恬 

10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蔡○展 

11 資工系 李○銨 

12 材料系 黃○書 

 

恭喜以上審核通過同學！ 

聽讀班同學看過來!! 

請審核通過「EMI菁英語言班－聽讀班」的同學填寫以下表單以示選課， 

表單連結: https://forms.gle/vJsbZggBsxYmcrD87 

說寫班的同學不需要填表喔！謝謝！ 

https://forms.gle/vJsbZggBsxYmcrD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