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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1 08111601 倪碩瑤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中國 北京師範大學

2 07111701 包伊湄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中國 北京師範大學

3 07311010 張元馨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中國 清華大學

4 07112107 鄭力洋 人文社會學院 歷史學系 中國 南京大學

5 05114253 羅婷 人文社會學院 政治學系 韓國 漢陽大學

6 06114181 戴維萱 人文社會學院 政治學系 中國 復旦大學

7 08314081 馬知路 人文社會學院 政治學系 中國 北京師範大學

8 05116245 楊書夢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日本 琉球大學

9 07121601 張鶴瀠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中國 北京師範大學

10 06121246 曾嘉淇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中國 北京外國語大學

11 06115142 陳怡珍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捷克 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大學

12 05121137 林奕岑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德國 明斯特大學

13 07121246 王婕馨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捷克 奧斯特拉瓦大學

14 06121157 劉又禎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澳大利亞 紐卡斯爾大學

15 06122281 巫建陞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上智大學

16 07122351 鄭泳麒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同志社大學

17 05122185 江育婷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青山學院大學

18 06122121 林郁庭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韓國 建國大學

19 06122339 沈逸綾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中央大學

20 06122238 施佳妏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獨協大學

21 06122302 嚴玉晟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愛知大學

22 08122117 陳意佳 外國語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中國 南京大學

23 07131022 曹立潔 理學院 數學系 美國 西維吉尼亞州衛斯理學院

24 07135043 林妗 理學院 心理學系 中國 清華大學

25 05112055 黃允辰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巨量資料管理學士學程 中國 復旦大學

26 04141114 洪曉筑 法學院 法律學系 日本 同志社大學

27 07141801 林嘉慧 法學院 法律學系 中國 中國政法大學

28 06141450 何佳晅 法學院 法律學系 德國 明斯特大學

29 07141221 郭安棋 法學院 法律學系 中國 南京大學

30 06151184 張書綺 商學院 經濟學系 法國 巴黎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31 07151601 董宜越 商學院 經濟學系 中國 武漢大學

32 06151108 蔡啟揚 商學院 經濟學系 尼德蘭 蒂爾堡大學

33 08351018 李欣 商學院 經濟學系 法國 巴黎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34 06152154 林家如 商學院 會計學系 德國 明斯特大學

35 07152155 胡芯瑋 商學院 會計學系 韓國 中央大學

36 06153215 邱郁茹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暨南大學

37 07153108 藍子晴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日本 廣島經濟大學

獲推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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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獲推薦學校

38 06153151 郭子寧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德國 科布倫茨應用科學大學

39 06153129 蔡沛穎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德國 科布倫茨應用科學大學

40 06153421 賴郁達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韓國 中央大學

41 06153110 張洛妃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同濟大學

42 06153449 薛悅方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日本 東北大學

43 08353042 蕭妘倢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德國 明斯特大學

44 08353046 程祺雲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 復旦大學

45 08353047 江寧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尼德蘭 葛洛寧根大學

46 08353044 鄭若慈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雷鳥全球管理學院

47 07353041 譚逸麒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雷鳥全球管理學院

48 07154258 杜品蓉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美國 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

49 07154119 洪鈺晴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韓國 漢陽大學

50 07154226 沈奕汝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法國 勃根地商學院

51 06154124 林佳臻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德國 慕尼黑商學院

52 06154119 溫想想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尼德蘭 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53 06154221 陳品妤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美國 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

54 06155282 劉懿萱 商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中國 北京清華大學

55 06155171 黃煒森 商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德國 科布倫茨應用科學大學

56 06155112 李品卉 商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德國 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

57 07155701 孫晨一 商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中國 南京大學

58 06156118 張少綺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捷克 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大學

59 07156109 林柏妤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澳大利亞 臥龍崗大學

製表人：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

日期：2020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