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申請轉系部審查通過名單 

1.依據轉系部辦法：如有連續二學期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或單學期學業成績 2/3 不

及格者，取消轉系部資格。 

2.合格名單將於 1月底以掛號寄出通知(學雜費繳費單及注意事項)。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535208 張 0賀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522112 呂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522202 徐 0翔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406163 洪 0淇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422255 蘇 0雯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422126 林 0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乙 40422125 李 0維 

機械工程系 一甲 40505138 梁 0弘 

機械工程系 一甲 40505243 任 0霖 

機械工程系 一甲 40506214 邱 0璟 

機械工程系 一甲 40509331 李 0澤 

機械工程系 二乙 40406115 羅 0佑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503130 韓 0岳 

電機工程系 二甲 40405313 李 0頤 

電機工程系 二丙 40418271 郭 0甫 

電機工程系 二丙 40418172 呂 0緯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乙 40306267 李 0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35243 鄭 0寬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35245 林 0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209 李 0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238 劉 0寧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503125 謝 0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505253 邵 0晟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506206 劉 0萱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甲 40435264 張 0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甲 40422208 陳 0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甲 40422252 詹 0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甲 40422264 陳 0安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406165 盧 0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三甲 40322274 蔣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503238 蔣 0育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305339 方 0祥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305360 黃 0瑋 

資訊工程系 二乙 40435160 馮 0凡 

資訊工程系 二乙 40418165 陳 0光 

資訊工程系 二乙 40418168 高 0翔 

資訊工程系 二乙 40418170 王 0暉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403130 夏 0志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531217 許 0芸 

國際企業系 二甲 40422259 楊 0云 

國際企業系 二丙 40411225 潘 0廷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0509123 陳 0平 

企業管理系 一丙 40427155 張 0軒 

企業管理系 二甲 40409317 張 0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532244 吳 0逸 

資訊管理系 二乙 40306268 張 0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丙 40530135 張 0華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甲 40430364 林 0然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乙 40435219 郭 0妏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422119 葉 0康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27224 吳 0諺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甲 40403137 黃 0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乙 40412215 陳 0君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乙 40405141 楊 0凱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422202 張 0綺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422257 許 0元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510236 胡 0玟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520249 孫 0婷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512109 王 0文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511262 邱 0語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531218 陳 0樺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525112 吳 0佑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409364 余 0寧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433162 徐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332204 丁 0涵 

應用外語系 三甲 40312266 陳 0潔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511118 陳 0堯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530201 朱 0進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512209 李 0杉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503246 吳 0穎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403339 羅 0鈞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518226 張 0凱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430265 廖 0涵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510217 許 0柔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525302 陳 0瑜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甲 40403203 黃 0凡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乙 40405349 徐 0澤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20244 王 0盛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20246 莊 0筑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20247 黃 0鴻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33243 馬 0壎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10207 王 0婷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512241 洪 0汝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520224 王 0婷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420250 黃 0婷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509349 林 0君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509356 呂 0庭 

觀光遊憩系 二甲 40410147 陳 0伶 

觀光遊憩系 二乙 40431265 黃 0玲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二甲 40412260 鄭 0琇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二甲 40422267 郭 0誼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二乙 40404365 吳 0達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二乙 40404367 林 0立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0533121 鍾 0祥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0425202 黃 0宸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504316 方 0茗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512131 沈 0軒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531265 劉 0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進修部轉日間部名單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轉入後日間部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535146 林 0丞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535147 蔣 0騫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535148 黃 0宇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535149 馬 0崴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535261 陳 0群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535262 洪 0朋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535263 莊 0岳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0503151 陳 0翰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504260 楊 0安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504261 王 0陽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0504360 王 0智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505157 蔡 0峻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505256 黃 0心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505257 廖 0棖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505258 林 0瞻 

電機工程系 一丙 40505356 楊 0雄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乙 40506239 林 0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45 劉 0謙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46 許 0耘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47 廖 0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48 盧 0圓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49 韓 0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0 許 0恕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1 陳 0珊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2 侯 0宏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3 郭 0琦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4 李 0恩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5 萬 0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6 林 0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522157 蘇 0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522258 蔡 0軒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522259 盧 0賢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甲 40422162 陳 0昱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422274 邱 0涵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518148 楊 0甫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518259 洪 0淵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520155 許 0慈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520156 劉 0凡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520157 林 0潔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520158 林 0河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520159 彭 0庭 

國際企業系 一乙 40520252 郭 0芸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509158 蘇 0雯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509159 林 0安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509160 蘇 0暘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509161 吳 0雍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0509239 洪 0憶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0509240 鍾 0杰 

企業管理系 一丙 40509358 林 0玄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511161 許 0銘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511162 莊 0岡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511163 吳 0民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511164 黃 0沛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511165 劉 0傑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511166 畢 0甯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511167 廖 0欽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511263 林 0慈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511264 鄭 0遠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511265 蘇 0弘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511266 張 00冠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511267 楊 0萱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511268 李 0倍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533141 劉 0妤 

金融管理系 一乙 40533246 戴 0杉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甲 40530150 王 0軒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0530257 曹 0妘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0530258 李 0媛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0530259 林 0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57 林 0緯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58 黃 0恩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59 蔡 0玲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60 潘 0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61 施 0孝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62 郭 0茹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63 吳 0軒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532164 王 0晴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56 張 0滎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57 趙 0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58 吳 0儀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59 張 0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60 鄧 0穎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61 呂 0緯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62 陳 0瑜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63 黃 0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64 邱 0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532265 楊 0翔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510150 楊 0伊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510151 顏 0芸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512156 黃 0柏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512257 黃 0恩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512258 張 00文 

應用外語系 二甲 40412171 謝 0勵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531150 周 0佑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531151 洪 0含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531266 薛 0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531267 薛 0志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531268 朱 0霖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甲 40431166 高 0翰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25157 劉 0淇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25158 許 0玲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525159 趙 0菁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甲 40527158 鍾 0芳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甲 40527159 詹 0茵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甲 40527160 黃 0彥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甲 40527161 黃 0穎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甲 40527162 張 0郡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甲 40527163 鄭 0欣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乙 40527256 林 0萱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乙 40527257 洪 0儀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乙 40527258 鄭 0捷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二甲 40427171 吳 0真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0534153 鍾 0傑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534252 馬 0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