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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申請轉系組審查通過名單如下 

合格名單將於 2月初以掛號寄出通知。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1006141 朱 0熙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1034438 黃 0清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1022205 廖 0凱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丙 41022325 張 0揚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922325 陳 0元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922361 康 0華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1018144 李 0宇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1030153 林 0德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1003620 張 0銘 

電子工程系 一乙 41033155 彭 0哲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1004117 林 0棚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1005147 潘 0宏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0804338 林 0諭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33159 柯 0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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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1005623 詹 0翔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乙 41004245 蔡 0家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1035125 蕭 0恩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1022231 曾 0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1022243 黃 0庭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1039163 洪 0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1022104 翁 0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1033158 陳 0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丙 41035303 郭 0倩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1004244 鄭 0裕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1005146 林 0毅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1005152 劉 0意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1005153 陳 0邑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1018159 洪 0翔 

電競科技管理系 一甲 40932304 黃 0剛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1034548 洪 0真 

資訊管理系 二甲 40905128 郭 0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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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1020425 陳 0璟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1022249 洪 0珊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1018233 王 0庠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1009442 賴 0守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1004408 陳 0捷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1031228 鄭 0楓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甲 41035349 陳 0妘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甲 40909109 邱 0繹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三甲 40830243 古 0巧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1005242 林 0緯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1009126 李 0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乙 40922137 蔡 0育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乙 40922201 黃 0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乙 40922309 張 0杰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1022139 董 0安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1033129 王 0蓉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1034320 潘 0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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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1018156 賴 0廷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1010124 葉 0琳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1010139 林 0諾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1010142 周 0嘉 

應用外語系 三乙 40822268 林 0禛 

應用外語系 三乙 40812120 王 0軒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1034242 黃 0蓁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1004409 楊 0伊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1041120 呂 0嘉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1012408 陳 0彬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甲 40934112 顏 0純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905330 魏 0臻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22242 趙 0侖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33160 許 0榮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10145 王 0原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10146 蔡 0傑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10147 林 0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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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10149 紀 0哲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10151 顏 0皓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18118 張 0翔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18243 夏 0翔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030262 高 0德 

觀光遊憩系 二甲 40911128 陳 0笙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甲 40920133 陳 0妤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1022220 潘 0婷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1030154 黃 0維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1005410 黃 00昌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1005411 徐 00福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1005412 張 0杰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1005414 阮 0容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1005415 徐 00祿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1005422 阮 0雄 

機械工程系 一戊 41003438 陳 0妹 

機械工程系 一戊 41003439 曾 0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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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 一戊 41003521 李 0樺 

機械工程系 一戊 41005440 李 0濱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 一戊 41005441 嘉 0和 

機械工程系 一戊 41005507 沈 0忠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25522 廖 0熙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34502 謝 0兒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34506 黃 0霞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34509 陳 0安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34511 葉 0福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34514 何 00幸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034516 陳 0美 

資訊工程系 一丁 41003534 龐 0如 

餐飲管理系 一戊 40905405 鄭 0梅 

觀光遊憩系 一戊 41031508 楊 0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