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周年圍爐認桌統計 

 

截至 9/28 止，企管系 50 周年圍爐報名/認桌明細如下， 

尚未報名的學長姐敬請於 9/30 前完成報名， 

相關問題逕洽 03-2655105 尤曉儀助教，總計 49 桌!! 

依表單報名時間先後排序 

邱榆淨老師家族  

合計     共 11 人 

 

蔡蔡家族  

合計     認兩桌      共 30 人 

 

雨師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2 人 

 

嚴奇峰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1 人 

 

蓁逸老師家族 

合計    共 4 人 

 

施顏祥老師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王如鈺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2 人 

 

諸承明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林賜德老師家族 

合計       共 1 人 

 

 

胡宜中老師家族 

合計       共 4 人 

 

廖本哲老師家族 

合計       共 2 人 

 

李明彥老師家族 

合計       共 2 人 

 

丁姵元老師家族 

合計       共 2 人 

 

陳筱琪老師家族 

合計       共 6 人 

 

邱雅萍老師家族 

合計       共 4 人 

 

陳若暉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3 人 

 

周大森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曾世賢老師家族 

合計       共 7 人 

 

劉立倫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曲祉寧老師家族 

合計       共 1 人 

 



 

其他學長姐 ( 依回報畢業級數排序 )○ 

合計  共認 25 桌           共 328 人 
  

 

明細如下 
邱榆淨老師家族 

合計    共 11 人 

邱○淨老師，已報名一位 

102 級，古○琮學長/林○禎學姐，已報名兩位 

102 級，劉○萱學姐，已報名一位 

102 級，林○瀚學長，已報名一位 

102 級，林○茜學姐，已報名一位 

103 級，劉○權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周○榮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詹○惠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許○玉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潘○美學姐，已報名一位 

 

 

 

蔡蔡家族  

合計    認兩桌     共 31 人 

99 級，張○清學長，已報名一位 

99 級，黃○瑩學姐，已報名一位 

102 級，黃○琳學姐，已報名一位 

102 級，劉○雯學姐，已報名一位 

102 級，蘇○棋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江○泰學長，已認領兩桌(二十位)，名單待確認 

104 級，余○慧學姐，已報名一位 

105 級，葉○豪學長，已報名兩位 

105 級，張○立學長，已報名兩位 

105 級，陳○俐學姐，已報名一位 

105 級，葉○森學長，已報名一位 

 

雨師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2 人 

102 級，林○慈學姐，已認領一桌(十位)，名單待確認 

103 級，袁○福學長，已報名兩位 
 

  

嚴奇峰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1 人 

103 級，李○玟學姐，已認領一桌(十位)，名單待確認 

104 級，羅○雯學姐，已報名一位 

 

蓁逸老師家族 

合計     共 4 人 

104 級，歐○淯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葉○蓉學姐，已報名一位 

105 級，林○君學姐，已報名兩位 

 

施顏祥老師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施○祥老師，已認領一桌，自由運用 

 

王如鈺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2 人 

王○鈺老師，已認領一桌，名單待確認 

104 級，林○佑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秦○祺學長，已報名一位 

 

諸承明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諸○明老師，已認領一桌，名單待確認 

 

林賜德老師家族 

合計       共 1 人 

94 級，鄭○隆學長，已報名一位 

 

 

 

 

胡宜中老師家族 

合計       共 4 人 



103 級，曹○茹學姐，已報名一位 

103 級，邱○亮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林○雯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侯○誠學長，已報名一位 

 

廖本哲老師家族 

合計       共 2 人 

104 級，郭○勝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祁○碩學長，已報名一位 

 

李明彥老師家族 

合計       共 2 人 

104 級，王○玫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劉○懿學長，已報名一位 

 

丁姵元老師家族 

合計       共 2 人 

104 級，黃○琍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林○學姐，已報名一位 

 

陳筱琪老師家族 

合計       共 6 人 

104 級，梁○華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許○祥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黃○明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石○嘉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蕭○云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黃○芬學姐，已報名一位 

 

邱雅萍老師家族 

合計       共 4 人 

100 級，劉○昇學長，已報名一位 

103 級，賴○惠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池○雲學姐，已報名一位 

王○衡學長，已報名一位 

 

 

 



 

陳若暉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3 人 

陳○暉老師，已認領一桌，名單待確認 

103 級，彭○謀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邱○嬌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賴○龍學長，已報名一位 

 

周大森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周○森老師，已認領一桌，名單待確認 

 

曾世賢老師家族 

合計       共 7 人 

104 級，羅○平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沈○祥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陳○源學長，已報名兩位 

104 級，黃○熙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袁○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簡○安學長，已報名一位 

 

劉立倫老師家族 

合計      認一桌 共 10 人 

李○晏學姐，已認領一桌，名單待確認 

 

曲祉寧老師家族 

合計       共 1 人 

104 級，蔣○凱學長，已報名一位 

 

 

其他學長姐 ( 依回報畢業級數 ) 

合計    認 25 桌   共 328 人 

67 級，張○蓉學姐，已報名一位 

75 級，蔣○華學姐，已報名一位 

78 級，王○卿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名單待確認 

81 級、吳○芬學姐，已認領一桌(十位)，名單待確認 

83 級，黃○章學長，已報名一位 

84 級，黃○程學長，已報名一位 



86 級，賴○誌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 

名單：賴○誌、袁○美、洪○哲、蔡○溢、葉○涓、彭○源、沈○宏、沈○丹、

羅○昌、殷○華 

89 級，梁○翔學長，已報名一位 

89 級，楊○憲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 

名單：楊○憲、楊○杰、陳○萍、林○良、董○良*2、梁○翔、李○勤 

89 級，賴○義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 ，名單待確認 

91 級，郭○鼎學長，已報名一位 

92 級，陳○宏學長，已報名三位 

94 級，吳○伯學長，已報名一位 

94 級，王○雅學姐，已報名一位 

94 級，邱○淮學長，已報名五位 

94 級，何○玉學姐，已報名一位 

94 級，彭○鋒學長，已報名一位 

94 級，呂○香學姐，已報名一位 

96 級，吳○中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 

名單：吳○中*4、段○林*2、鄭○順、林○希、尹○慧、李○宜 

96 級，劉○光學長，已認領五桌(五十位) 

名單：1 劉○光、2 詹○誠、3 許○鈴、4 賴○傑、5 廖○華、6 張○梅(2)、7 詹

○光、8 陳○博、9 楊○發(2)、10 王○民、11 吳○鋒(2)、12 陳○瑞(2)、13 陳○

良(3)、14 黃○星(2)、15 杜○英、16 吳○怡、17 羅○興(2)、18 施○瑞、19 林○

榮、20 陳○貞、21 鄧○傑、22 翁○璇、23 張○閎、24 吳○勳、25 張○文、26

劉○文(2)、27 段○林(2)、28 吳○中(2)、29 蔡○菁、30 張○鳴、31 江○萍、32

江○珠(2)、33 方○、34 張○育、35 蘇○成、36 謝○龍、37 胡○智 

98 級，張○仁學長，已報名一位 

98 級，何○華學姐，已報名一位 

99 級，曾○樑學長，已報名兩位 

99 級，謝○憲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 ，名單待確認 

100 級，黃○惠學姐，已報名兩位 

100 級，楊○華學長，已認領兩桌(二十位) 

名單：1 楊○華、2 劉○祥、3 劉○昇、4 孫○煥、5 王○偉、6 尚○國、7 王○

喆、8 余○雄、9 楊○玲、10 潘○霙、11 魏○傑、12 方○豪、13 劉○英 剩餘

座位可併桌 

101 級，邱○序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 

名單：邱○序、鄧○華、孫○惠、馬○鴻、呂○潼、羅○香、陳○卿、黃○書、

涂○資、林○正 

101 級，彭○功學長，已報名一位 

101 級，陳○雄學長，已報名一位 



102 級，楊○晴學姐，已報名一位 

102 級，林○貝學姐，已報名一位 

102 級，蕭○璇學姐，已報名一位 

102 級，林○嫻學姐，已報名一位 

103 級，孫○婷學姐，已報名一位 

103 級，張○廷學姐，已報名一位 

103 級，陸○國學長，已報名一位 

103 級，陳○儀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張○威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魯○偉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陳○中學長，已報名一位 

104 級，江○媛學姐，已報名一位 

104 級，李○蓉學姐，已報名一位 

105 級，莊○凰學姐，已報名一位 

105 級，陳○均學長，已報名一位 

105 級，張○儒學長，已認領一桌(十位) ，名單待確認 

105 級，呂○傑學長，已報名二十三位 

名單：01. ○傑 02. ○瑋 03. ○君 04. ○嘉 05. ○晴 06. ○茹 07. ○元 08. 

○駿 09. ○華 10. ○光 11○婷 12. ○倫 13. ○粉 14. ○強 15. ○菁 16○訓 

17○輝 18. ○婷 19. ○華 20. ○銘 21. ○鋒 22. ○二 23. ○豈 

105 級，林○琪學姐，已認領兩桌(二十位) 

名單；洪○萱*4、賴○煌、謝○明、賴○銘、林○琪、翁○超*3、蕭○正*4、

張○娟、陳○昌*2、宋○然、蕭○誠 

106 級，楊○蒂學姐，已報名一位 

106 級，陳○錕學長，已報名一位 

 

曾○茹學姊，已報名一位 

柯○寧學姊，已報名一位 
 

羅○龍學長，已報名一位 
 

林○國學長，已報名一位 
 

許○成學長，已報名一位 
 

王○怡學姐，已報名一位 

郭○和學長，已報名一位  

王○如學姐，已認領一桌(十位)，名單待確認 

博雅班，已認領兩桌(二十位) ，名單待確認 

師長+貴賓預計五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