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1交換生面試 107.03.22

德語組面試： 

03/23(五) 12:30開始 

面試地點：Z1208 

休息地點：Z13F 夫子發呆區 

 

西語組面試： 

03/26(一) 15:00開始 

面試地點：Z1211 

休息地點：Z1307 

 

日語組面試： 

03/27(二) 13:00開始 

面試地點：Z1209 

休息地點：Z13F 夫子發呆區 

 

華語暨東南亞國家組面試： 

03/28(三) 10:00開始 

面試地點：Z1307 

休息地點：Z1310 

 

英語組面試： 

03/28(三) 13:00開始 

面試地點：Z1307 

休息地點：Z1310 

 

法語組面試： 

03/28(三) 12:10開始 

面試教室：法文系資源教室 

休息場地：法文系資源教室外 

 

------------------------------------------------------------------------------------------------------------------------------------- 

 

各位參加 107-1 交換生甄選的同學： 

 

此次面試將以團體進行，20分鐘為一個時段。 

應試語言:中文、英文及申請之語組語言。 

 

注意事項: 

1.攜帶學生證，以便查證。 

2.請同學於預計面試時段 10分鐘前至休息場地外簽到。 

3.請同學注意自身服裝儀容。 

4.請有課同學，自行完成事假程序 

5.若無故不到者 視同放棄面試資格。 

 

任何疑問請撥分機:2622 Chenny

 

 



德語組交換生面試 地點 Z1208 03/23(五) 12:30開始 

 第一組 12:40~13:0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 林美伶 日二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2006  

2. 吳宣旻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2018  

3. 廖彥閎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2041  

4. 廖宗翔 進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PG3 2103202005  

5. 余咨橋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2105  

第二組 13:05~13:2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6. 金娉亦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11039  

7. 潘芝庭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202093  

8. 顏韻芳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2004  

9. 洪嘉謙 日五專 德文系 三年級Ａ班 1104302034  

10. 蔡昀伶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C班 1104300138  

第三組 13:30~13:5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1. 侯耀淇 日五專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2050  

12. 葉慈 五專部 英文科 三年級 C班 1104300132  

13. 王郁恩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B班 2103203016  

14. 蔡昀芝 專科部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0036  

15. 尤睛晶 日五專 英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300144  

第四組 13:55~14:1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6. 許博涵 日五專 德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3302001  

17. 王舜欣 日五專 德文科 四年級 A班  1103302023  

18. 洪苡恩 日五專 德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3302042  

19. 李錫羚 日五專 德文系 四年級 1103302041  

20. 何崎禎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2021  

第五組 14:20~14:4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1. 王鈺蓁 日二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2003  

22. 楊維真 日二技 翻譯系 三年級 A班 1106112002  

23. 陳畇蓁 日五專 德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2028  

24. 陳冠寧 日二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2001  

25. 邱永泰 日五專 德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2015  

第六組 14:45~15:0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6. 王靖茹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2049  

27. 林秉鑫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2102  

 



西語組交換生面試 地點 Z1211 03/26(一) 15:00開始 

 第一組 15:10~15:3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 吳衍毅 日二技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3010  

2. 王宥淳 進四技 西文系 三年級 PS3 2104203025  

3. 薛怡真 日二技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3004  

4. 陳奕晴 日二技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3006  

5. 張幼靖 日五專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3053  

第二組 15:35~15:5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6. 王依萍 日四技 西文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3048  

7. 林迦音 日五專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3009  

8. 陳政雄 日二技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3003  

9. 詹閔恩 日四技 西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3083  

10. 吳欣諭 日五專西文科三年級 A 班 1104303031  

第三組 16:00~16:2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1. 葉家蜜 日四技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3043  

12. 魏祈芳 日四技 西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3085  

13. 吳佳蔚 日二技 西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3011  

14. 楊子誼 日二技 西文系 A班 1106103008  

15. 唐翊庭 日四技 西文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3041  



法語組交換生面試 地點 法文系資源教室外 03/28(三) 12:10開始 

第一組 12:15~12:3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 鄭婷予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38  

2. 蕭季耘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08  

3. 謝昕彣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21  

4. 何宗哲 日五專 法文科 五年級 A班 1102301034  

5. 張愷懃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30  

6. 陳佳玲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067  

7. 羅勻彤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3300005  

第二組 12:40~13:0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8. 梁譯方 專科部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1015  

9. 鄭鼎諺 日二技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1002  

10. 莊子嫻 日二技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1009  

11. 廖婉瑜 日四技 法文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1035  

12. 謝沛岑 日二技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1007  

13. 高佳暄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C班 1104300126  

14. 張家萍 日五專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1001  

第三組 13:05~13:2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5. 吳承俽 日二技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1008  

16. 謝宜庭 日五專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3301020  

17. 陳育亭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065  

18. 王俞文 日五專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1045  

19. 葉栢安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101  

20. 楊薏庭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1001  

第四組 13:30~13:5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1. 謝品安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C班 1104300121  

22. 張立美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083  

23. 蔡昀倢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04  

24. 吳奕庭 五專部 英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300122  

25. 鄭以璇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1041  

26. 車勤華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106  

第五組 13:55~14:1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7. 周筱諠 日四技 英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0077  

28. 葉益誠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20  

29. 侯柏呈 五專部/法文系/三年級 A班 1104301052  

30. 黃品瑄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099  



31. 康嫚棋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078  

32. 田欣 日五專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1022  

第六組 14:20~14:4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33. 蘇子晴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14  

34. 吳哲瑋 日五專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0049  

35. 楊珽淯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0003  

36. 王莉潔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0001  

37. 陳書華 日二技 翻譯系 三年級 A班 1106112005  

38. 鄭廷儀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119  



日語組交換生面試 地點 Z1209 03/27(二) 13:00開始 

第一組 13:10~13:3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 藍云辰 多國語複譯所一年級 A 班 1106617007  

2. 賴冠伶 日五專 日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4017  

3. 張瑜方 日五專 日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4005  

4. 沈柏翰 進四技 日文系 四年級 B班 2103204122  

5. 黃筱淇 日五專 日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4045  

第二組 13:35~13:5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6. 曾柏懷 日四技 日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4008  

7. 卓奕謙 日四技 日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4095  

8. 呂宜融 研究所 多國語複譯 一年級 A 班 1106617011  

9. 游絜如 進四技 日文系 一年級 B班 2106204064  

10. 楊哲睿 日四技 日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204133  

第三組 14:00~14:2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1. 洪聆禎 日五專 日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4016  

12. 莊琇婷 日四技 日文系 三年 A 班 2104204098  

13. 甘定中 日五專 英文科 五年級 C班 1102300145  

14. 童偉傑 日四技 日文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4008  

15. 李芃霖 日五專 英文科 五年 C 班 1102300149  

第四組 14:25~14:4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6. 石湘琳 日五專 英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300157  

17. 許庭榕 日四技 日文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4021  

18. 胡綈虹 進四技 日文系 四年級 B班 2103204121  

19. 賴雅煊 日五專 日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4002  

20. 簡冠云 日五專 英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300163  

第五組 14:50~15:1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1. 林旻儒 日四技 日文系 二年級 B班 1105204078  

22. 歐士瑛 日五專 日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4029  

23. 蔡宜庭 日四技 應華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5007  

24. 王承懷 日四技 日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4011  

25. 詹惠如 日四技 日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4005  

第六組 15:15~15:3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6. 黃巽則 五專部 日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4051  

27. 楊智善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C班 1104300164  

28. 陳曉萍 日四技 英文系 四年級 B班 1103200109  

29. 李傳傛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C班 1104300154  



華語組交換生面試 地點 Z1310 03/28(三) 10:00開始 

第一組 10:10~10:3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 羅元佐 日四技 數位系 四年級 A班 1103211015  

2. 王禹淇 日四技 翻譯系 二年級 A班 1105212059  

3. 劉莉娟 日二技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0035  

4. 陳姵陵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B班 1104300066  

5. 沈昕儀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B班 1104300082  

6. 楊佳儒 日四技 翻譯系 二年級 A班 1105212011  

第二組 10:35~10:5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7. 張瀞心 日二技 英文系菁英班 三年 A 班 1106100021  

8. 毛梓怡 日二技 翻译系 三年级 A班 1106112001  

9. 金娉亦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11039  

10. 謝雅伃 日四技 應華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5002  

11. 陳彥瑋 日四技 國企系 二年級 A班 1105210024  

12. 江平 日四技 應華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5009  

第三組 11:00~11:3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3. 廖敏惠 日四技 翻譯系 三年級 A班 1104212004  

14. 喬云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44  

15. 蔡紫涵 日四技 國事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9002  

16. 盧宣蓉 日二技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0050  

17. 陳育亭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1065  

第四組 11:35~11:5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8. 俞思思 日四技 傳藝系 三年級 A班 1104213161  

19. 施子琪 日四技 傳藝系 三年級 A班 1104213030  

20. 杜若曦 日四技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2059  

21. 張芳瑜 日四技 英文系 二年級 B班 1105200081  

22. 劉思旻 日二技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0062  

第五組 12:00~12:2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3. 林于婷 日四技 應華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5078  

24. 胡綈虹 進四技 日文系 四年級 B班 2103204121  

25. 張逸琳 日五專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0021  

26. 謝孟欣 日四技 翻譯系 二年級Ａ班 1105212002  

27. 陳書華 日二技 翻譯系 三年級 A班 1106112005  

第六組 12:25~12:4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8. 鄭子欣 日四技 翻譯系 3年級 A班 1104212065  

29. 邱雯宣 日四技 英文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0108  

30. 江宜倩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 A 班 1104201003  

31. 翁子婷 日四技 應華系 三年級 B班 1104205070  

32. 劉芷昀 日四技 英文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0041  



英語組交換生面試 地點 Z1310 03/28(三) 13:00開始 

第一組 13:10~13:3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 潘薇如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0022  

2. 鄭詠心 日四技 英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200157  

3. 吳銘濠 日四技 法文系 二年級 B班 1105201095  

4. 林宥宇 日五專 英文科 四年級 B班 1103300114  

5. 王禹淇 日四技 翻譯系 二年級 A班 1105212059  

6. 田沛鑫 日二技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0037  

7. 黃巽則 五專部日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4051  

第二組 13:35~13:5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8. 陳耐現 日五專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2018  

9. 林樺毅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0037  

10. 侯耀淇 日五專 德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2050  

11. 廖敏惠 日四技 翻譯系 三年級 A班 1104212004  

12. 許可君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0038  

13. 呂可心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0020  

14. 蔡孟芸 日五專 西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3039  

第三組 14:00~14:2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15. 喬云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44  

16. 張家萍 日五專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301001  

17. 杭佩儀 日四技 數位系 四年級 B班 1103211078  

18. 楊薏庭 日四技 法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4201001  

19. 俞思思 日四技 傳藝系 三年級 A班 1104213161  

20. 詹雅淳 日四技 傳藝系 二年級 A班 1105213004  

第四組 14:25~14:4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1. 蔡昀倢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04  

22. 張芳瑜 日四技 英文系 二年級 B班 1105200081  

23. 侯柏呈 五專部/法文系/三年級 A班 1104301052  

24. 劉思旻 日二技 英文系 三年級 A班 1106100062  

25. 陳宥霖 日四技 傳藝系 三年級 B班 1104213087  

26. 楊佳儒 日四技 翻譯系 二年級 A班 1105212011  

第五組 14:50~15:20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27. 尤睛晶 日五專英文系三年級 C 班 1104300144  

28. 石湘琳 日五專 英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300157  

29. 林宛臻 日四技 英文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0023  

30. 王榆絜 日四技 數位系 二年 B 班 1105211066  

31. 羅勻彤 日五專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3300005  

32. 陳曉萍 日四技 英文系 四年級 B班 1103200109  

第六組 15:25~15:45 

姓名 班級 學號 簽名 

33. 柯佳妤 日四技 國事系 二年級 A班 1105209008  

34. 謝孟欣 日四技 翻譯系 二年級Ａ班 1105212002  

35. 蔡宜軒 專科部 英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0005  

36. 張若穎 日四技 英文系 三年 c 班 2103200164  

37. 高于晴 日四技 英文系 三年級 C班 1104200141  

38. 蘇子晴 日五專 法文科 三年級 A班 110430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