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 2018‐2019年赴姊妹校交換生聯合甄選 

  (英、法、德、西、俄文組) 

面試日程及注意事項 
 

 

 

面試日程： 
 

組別  日程  時間  地點 

西、俄文組 
106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一) 

下午 16:30 至 

下午 16:40 

驚聲大樓 10 樓

T1005 會議室 

英文組 

蘭陽校園 

106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三) 

上午 9:30 至 

上午 11:30 
CL502 會議室 

英文組 

淡水校園 

106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四) 

上午 9:00 至 12:00 

下午 14:30 至 15:30

驚聲大樓 10 樓

T1005 會議室 

法、德文組 
106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五) 

下午 14:00 至 

下午 15:30 

驚聲大樓 10 樓

T1005 會議室 
 

 

注意事項： 

1. 請務必準時應試，並攜帶有照片證件以備查驗。 

2. 屆時有課者，可持請（公）假單至本處蓋章。 

3. 請於您的面試梯次開始前15分鐘至會議室門口報到，並依工作人員指示進入會議室進

行面試。 

4.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正本請於面試時繳交驗核。 

5. 面試順序如下。 

 

 

 

 

 

 

 

 

 

 

 

 



2018‐2019年度赴姊妹校交換生聯合甄選_英文組（淡水校園）順序表 
106年 12月 21日(星期四) 上午 9:00起 

地點：淡水校園驚聲大樓 10樓 T1005會議室 

時間  序號  系級  姓名 時間 序號 系級  姓名

09:00～
10:00 

1  全財管  呂宜樺  10:00～
11:00 

 

21  國企國商 吳笛樂 

2  國企國商 金善旼  22  國企國商 林易霆 

3  國企國商 陳瑞婧  23  英文  林芷亘 

4  英文  林可樂  24  國企國商 鄭世均 

5  國企國商 曾令僖  25  國企國商 吳旻嬑 

6  資圖  郭珈瀅  26  企管  林珈平 

7  國企國商 李修玟  27  全財管  李庭维 

8  會計  謝辛亞  28  國企經管 胡倚桐 

9  外交  魏莫菲  29  國企國商 李孟儒 

10  國企國商 曾慶飛  30  國企國商 賴俊宇 

11  英文  諶葳  31  水環  葛揚 

12  全財管  賴怡安  32  資傳碩  林芳伃 

13  國企國商 邱亭瑋  33  國企國商 鄧詠薇 

14  大傳  謝羽嵐  34  國企國商 方聖憑 

15  外交  謝昀志  35  國企國商 吳涓寧 

16  國企國商 楊又瑄  36  國企國商 朴昭炫 

17  國企國商 葉子平  37  國企國商 郭承澔 

18  航太  蔡濬嶸  38  國企國商 黃鈺芩 

19  國企國商 林昱伶  39  運管  謝沅佑 

20  國企碩  趙銘心  40  英文  鄭婷方 

11:00～
12:00 

 

41  國企國商 杜威 14:30～
15:30 

 

61  外交  姜文晴

42  國企國商 曾于瑄  62  外交  劉美婷 

43  財金  陳誼芳  63  外交  詹育瑄 

44  資工  董元順  64  全財管  何玫樺 

45  外交系  黎清水  65  國企國商 黄雪静 

46  國企經管 鍾欣廷  66  英文  林怡嫻 

47  國企國商 邱瀞儀  67  國企國商 許喬迪 

48  國企國商 陳靖蓉  68  全財管  王一琪 

49  英文  陳家儀  69  國企國商 張筠圓 

50  國企國商 葉沂涵  70  國企碩  吳端糧 

51  國企國商 王楚頡  71  國企國商 曾照秋 

52  國企國商 温淯喬  72  國企國商 張雅銓 

53  國企國商 洪詩涵  73  財金  吳佳欣 

54  經濟  廖家瑋  74  財金  林晏寧 

55  國企國商 張哲榕  75  國企國商 蔡佳玲 

56  中文  李紋慧  76  外交  王品瑜 

57  外交  蔣欣儒  77  國企國商 呂星諺 

58  企管  錢 勖  78  外交  羅智鈱 

59  全財管  張皓雲  79  企管  黃俞瑄 

60  外交系  丁之琳  80  國企國商 蘇玠而 

      81  財金  葉詩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