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102 年度暑期實習名

單 

時間：102/7/1～ 

（每梯次為期十天，共三梯次，每梯次 

99 號 

102/8/9       8:00~12:00, 13:00~17:00    

9 人） 

地點：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梯 次 日   期 班  級 學 號 
姓名(中文)/ (英文) 

一 
102/7/1～7/12 (9 

人) 

四財政 2A A08P002 劉○榕 

四財政 2A A08P008 蕭○方 

四財政 2A A08P014 王○筠 

四財政 2A A08P019 劉○君 

四財政 2A A08P028 徐○涵 

四財政 2A A08P032 薛○儀 

四財政 2A A08P037 洪○華 

四財政 2A A08P056 林○蓁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102 年度暑期實習名

單 

時間：102/7/1～ 

（每梯次為期十天，共三梯次，每梯次 

99 號 

四財政 2A A08P064 袁○涵 

  

  

  

102/8/9       8:00~12:00, 13:00~17:00 

9 人） 

地點：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梯 次 日   期 班  級 學 號 
姓名(中文)/ (英文) 

  

二 

102/7/15～7/26 

(9 人) 

四財政 2A A08P010 謝○叡 

四財政 2A A08P015 王○馨 

四財政 2A A08P026 黃○惠 

四財政 2A A08P034 余○憶 

四財政 2A A08J037 陳○蓉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102 年度暑期實習名

單 

時間：102/7/1～ 

（每梯次為期十天，共三梯次，每梯次 

99 號 

四財政 2A A08P039 
劉○育 

LIU,KU-YU 

四財政 2A A08P042 戴○芸 

四財政 2A A08P045 謝○衿 

四財政 2A A08P066 李○英 

  

102/8/9       8:00~12:00, 13:00~17:00 

9 人） 

地點：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梯 次 日   期 班  級 學 號 
姓名(中文)/ (英文) 

  

三 

102/7/29～8/9 (9 

人) 

四財政 2A A08P006 徐○柔 

四財政 2A A08P016 廖○恩 

四財政 2A A08P020 陳○竹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102 年度暑期實習名

單 

時間：102/7/1～ 

（每梯次為期十天，共三梯次，每梯次 

99 號 

四財政 2A A08P022 鄭○云 

四財政 2A A08P023 彭○慈 

四財政 2A A08P024 劉○嵐 

四財政 2A A08P029 陳○玟 

四財政 2A A08P048 陳○珊 

四財政 2A A08P069 李○哲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102 年度暑期實習名單 

 實習期間：102/7/1～102/7/12     8:00~12:00, 13:30~17:30    

 地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台中市中區民生路 168 號 

  

梯 次 日   期 班  級 學 號 
姓名(中文)/ (英文) 

  

四財政 2A A08P003 陳○葶 

四財政 2A A08P004 余○菲 

四財政 2A A08P009 馮○瑩 

四財政 2A A08P011 白○鵑 

四財政 2A A08P012 林○妤 

一 102/7/1～7/12 

(10 人) 

   

四財政 2A A08P013 林○慈 

四財政 2A A08P018 柯○伶 

四財政 2A A08P051 謝○芳 

四財政 3A 988P073 蔡○翰 

四財政 3A 998P076 陳○玲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102年度暑期實習名單 

時間：102/7/1～102/7/26      8:00~12:00, 13:00~17:00 

（每梯次為期十天，共二梯次，第一梯次8人，第二梯次7人） 

地點：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台中市北屯區豐樂路二段 168 號 

梯 次 日   期 班  級 學 號 
姓名(中文)/ (英

文) 

  

四財政 2A A08P047 鄭○云 

四財政 2A A08P055 賴○璇 

四財政 2A A08P005 鄭○文 

四財政 2A A08P021 劉○彤 

一 102/7/1～7/12 (8 

人) 

   

四財政 2A A08P067 陳○翔 

四財政 2A A08P040 詹○儀 

四財政 2A A08P043 吳○謀 



 

四財政 2A A08P049 簡○倫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102 年度暑期實習名單 

時間：102/7/1～102/7/26     8:00~12:00, 13:00~17:00 

（每梯次為期十天，共二梯次，每梯次 8 人，第二梯次 7 人） 

地點：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台中市北屯區豐樂路二段 168 號 

梯 次 日   期 班  級 學 號 
姓名(中文)/ (英

文) 

二 
102/7/15～7/26 

(7 人) 

四財政 2A A08P035 
李○豪 

LI,CHUNG-HAO 

四財政 2A A08P046 
洪○崢 

HONG,MING-JHENG 

四財政 2A A08P007 
黃○緯 

HUANG,CHENG -

WEI 

四財政 2A A08P050 
劉○軒 

LIU,YI-SHIAN 

四財政 2A A08P031 
林○崴 

LIN,SHIN-WEI 



 

四財政 2A A08P038 
鍾○德 

JHONG,SIN-DE 

四財政 2A A08P041 
沈○廷 

SHEN,YUE-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