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系所 姓名 證書號碼 取得日期

1 中國文學系(所) 陳韻如 教發字第990010103號 991002

2 中國文學系(所) 陳佳慧 教發字第990010105號 991002

3 中國文學系(所) 蕭佳玲 教發字第990010106號 991002

4 中國文學系(所) 宋欣怡 教發字第990010107號 991002

5 中國文學系(所) 吳佩樺 教發字第990010110號 991002

6 中國文學系(所) 黃瀚慧 教發字第990010111號 991002

7 中國文學系(所) 羅竹君 教發字第990010112號 991002

8 中國文學系(所) 陳溱儀 教發字第990020123號 991016

9 中國文學系(所) 藍念初 教發字第990020124號 991016

10 中國文學系(所) 林洋毅 教發字第990020125號 991016

11 中國文學系(所) 蔣富璧 教發字第990020126號 991016

12 中國文學系(所) 張書容 教發字第990020127號 991016

13 中國文學系(所) 簡欣儀 教發字第990020128號 991016

14 中國文學系(所) 賴怡君 教發字第990020129號 991016

15 中國文學系(所) 吳翊良 教發字第990030104號 991120

16 中國文學系(所) 傅想容 教發字第990030106號 991120

17 中國文學系(所) 傅筱婷 教發字第990030107號 991120

18 中國文學系(所) 劉瑋婷 教發字第990030108號 991120

19 中國文學系(所) 蕭雪婷 教發字第990030109號 991120

20 台灣文學系(所) 魏緗慈 教發字第990010114號 991002

21 台灣文學系(所) 郭馨蔚 教發字第990010419號 991002

22 台灣文學系(所) 李郁芬 教發字第990020131號 991016

23 台灣文學系(所) 杜仲奇 教發字第990030110號 991120

24 台灣文學系(所) 林惠芳 教發字第9950022號 1000416

25 外國語文學系(所) 蔡依蓉 教發字第990010109號 991002

26 外國語文學系(所) 黃玉如 教發字第990010399號 991002

27 外國語文學系(所) 宋宇哲 教發字第990010400號 991002

28 外國語文學系(所) 陳瑩臻 教發字第990010401號 991002

29 外國語文學系(所) 陳靜瑤 教發字第990010417號 991002

30 外國語文學系(所) 黃紹維 教發字第990020132號 991016

31 外國語文學系(所) 張昭昀 教發字第990020133號 991016

32 外國語文學系(所) 劉謹誼 教發字第990020134號 991016

33 外國語文學系(所) 林怡秀 教發字第990020135號 991016

34 外國語文學系(所) 莊凱婷 教發字第990020136號 991016

35 外國語文學系(所) 王芊惠 教發字第990030111號 991120

36 外國語文學系(所) 陳瑞欣 教發字第9940072號 1000326

37 外國語文學系(所) 周宛嬋 教發字第9950023號 1000416

38 外國語文學系(所) 林家薏 教發字第9960025號 1000429

39 外國語文學系(所) 陳淑樺 教發字第9970016號 1000506

40 現代文學所 黎育儒 教發字第990010121號 991002

41 現代文學所 張郁屏 教發字第990010122號 991002

42 歷史學系(所) 莊忠沁 教發字第990010117號 991002

43 歷史學系(所) 沈曉柔 教發字第990010118號 991002

44 歷史學系(所) 李瑞源 教發字第990010120號 991002

45 歷史學系(所) 莊建華 教發字第990020139號 991016



46 歷史學系(所) 吳鵬基 教發字第990030114號 991120

47 歷史學系(所) 黃俊融 教發字第990030115號 991120

48 歷史學系(所) 齊悅翔 教發字第990030116號 991120

49 歷史學系(所) 王秋薇 教發字第9940068號 1000326

50 歷史學系(所) 林燈加 教發字第9940073號 1000326

51 歷史學系(所) 張祐誠 教發字第9940074號 1000326

52 歷史學系(所) 張翰中 教發字第9940075號 1000326

53 歷史學系(所) 許世旻 教發字第9940076號 1000326

54 歷史學系(所) 黃冠倫 教發字第9940077號 1000326

55 歷史學系(所) 黃盟盛 教發字第9940078號 1000326

56 歷史學系(所) 蔡宗諺 教發字第9940079號 1000326

57 歷史學系(所) 簡瑞瑤 教發字第9940081號 1000326

58 歷史學系(所) 林信翰 教發字第9950025號 1000416

59 歷史學系(所) 連克 教發字第9950026號 1000416

60 歷史學系(所) 黃冠倫 教發字第9950027號 1000416

61 歷史學系(所) 蕭瑞霆 教發字第9950028號 1000416

62 歷史學系(所) 張蓉真 教發字第9960026號 1000429

63 藝術研究所 劉依俐 教發字第990010116號 991002

64 藝術研究所 黃怡嫣 教發字第990010408號 991002

65 藝術研究所 林宜蓁 教發字第990020141號 991016

66 藝術研究所 羅倩 教發字第990020142號 991016

67 藝術研究所 陳祐增 教發字第990020143號 99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