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 學號 姓名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1 陳○丞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2 胡○芸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3 邱○恩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4 陳○聿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5 鄭○翎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6 吳○珊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7 何○宇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8 翁○淪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09 沈○霖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0 陳○鑫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1 黃○豪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2 黃○瑜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3 陳○蓁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4 王○學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5 許○禎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6 蔡○怡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7 王○鈜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8 林○亘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19 洪○馨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0 林○娟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1 林○緯

國立金門大學 108學年 進修部學士班新生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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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2 葉○銘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3 洪○寧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4 蔡○彤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5 張○紝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6 黃○婷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7 陳○曄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8 陳○邦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29 王○笙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0 吳○翔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1 楊○艷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2 呂○添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3 洪○廷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4 徐○如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5 張○豪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6 潘○昆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7 吳○豪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8 戴○環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39 伍○榛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40 陳○恩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41 許○文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42 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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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108學年 進修部學士班新生學號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43 楊○鈞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44 簡○仙

企業管理系一甲 210811145 魏○俊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2 賴○賢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3 范○容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4 李○廷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5 陳○郁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6 倪○志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7 陳○嵩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8 詹○孝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09 曾○鈞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0 宋○穎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1 莊○穎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2 許○琳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3 沙○偉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4 王○怡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5 陳○煜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6 陳○鴻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7 黃○樺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8 陳○宇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19 林○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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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108學年 進修部學士班新生學號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0 高○程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1 劉○誠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2 李○皓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3 林○軒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4 陳○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5 曾○娟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6 陳○涵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7 鄭○臻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8 王○儀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29 郭○堃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0 陳○儒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1 魏○宙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2 林○賢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3 蔡○蓁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4 李○宏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5 謝○遠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6 孫○穎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7 張○芯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8 謝○君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39 蕭○韋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40 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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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108學年 進修部學士班新生學號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41 康○宸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42 顏○辛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43 吳○學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44 邱○齊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45 何○源

企業管理系一乙 210811246 巫○軒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1 林○婷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2 陳○彥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3 李○丞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4 黃○彰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5 王○麟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6 洪○萍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7 周○右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8 郭○斐

觀光管理系 210811309 翁○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0 黃○莉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1 許○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2 黃○寧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3 陳○羽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4 呂○如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5 薛○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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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管理系 210811316 陳○如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7 歐○恆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8 王○宇

觀光管理系 210811319 陳○恩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0 莊○翔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1 胡○豪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2 洪○悊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3 莊○琪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4 李○城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5 王○月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6 林○童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7 林○柔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8 陳○佳

觀光管理系 210811329 邵○晴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0 陳○蓁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1 楊○鎮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2 陳○駿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3 覃○寧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4 蔡○欣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5 胡○瑄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6 曾○暄



系所 學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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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管理系 210811337 蔡○龍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8 熊○揚

觀光管理系 210811339 吳○帆

觀光管理系 210811340 洪○偉

觀光管理系 210811341 林○鋒

觀光管理系 210811342 郭○元

觀光管理系 210811343 陳○彤

觀光管理系 210811344 徐○

觀光管理系 210811345 黃○玉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1 蔡○寧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2 顏○強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3 李○臻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4 許○勝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5 楊○靜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6 余○慈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7 朱○洸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8 何○榕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09 王○心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0 黃○彬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1 李○倫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2 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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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3 許○誠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4 范○雲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5 高○暄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6 鄭○豪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7 陳○芳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8 莊○仁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19 許○萱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0 高○群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1 李○洧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2 洪○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3 許○儒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4 陳○廷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5 陳○儒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6 童○傑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7 呂○翰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8 黃○鈞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29 蔡○昇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0 洪○杰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2 林○廷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3 陳○宸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4 蔡○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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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108學年 進修部學士班新生學號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5 楊○俊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6 蕭○儒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7 王○彰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8 楊○玄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39 陳○勛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40 廖○宇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41 紀○凱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42 莊○哲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43 祿○溥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44 李○南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45 陳○運

運動與休閒管理學系 210811446 黃○綺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1 吳○如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2 呂○宇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3 楊○荃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4 楊○沅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5 賴○元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6 何○旻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7 林○明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8 蔡○順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09 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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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0 陳○濃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1 李○祈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2 葉○福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3 陳○嘉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4 葉○煌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5 黃○丁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6 張○華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7 何○俊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8 陳○和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19 陳○人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0 李○斌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1 李○傑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2 許○德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3 黃○武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4 林○宇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5 唐○祥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6 吳○霏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7 蕭○尹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8 江○衫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29 蔡○正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0 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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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1 李○瓏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2 蔡○全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3 邱○勳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4 陳○佑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5 湯○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7 王○東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8 簡○展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39 張○煜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210813140 黃○彰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1 周○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2 張○珈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3 雷○緹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4 黃○雯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5 邱○錡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6 李○如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7 蕭○泉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8 鄭○欣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09 蘇○雨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0 李○崴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1 陳○玲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2 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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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3 翁○芸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4 呂○龍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5 黃○欣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6 洪○茹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7 李○萱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8 陳○騰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19 蔡○震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0 楊○玟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1 陳○萱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2 王○萱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3 黃○凱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4 盧○仲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5 李○志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6 陳○翎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7 許○愷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8 陳○詩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29 黃○芳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0 張○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1 李○燁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2 黃○涵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3 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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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4 洪○崗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5 林○佑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6 林○萱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7 陳○嵐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38 洪○晟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40 劉○弘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41 王○丞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42 林○翰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43 吳○萱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44 呂○驊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45 蔡○辰

社會工作學系 210814346 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