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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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以掛號寄出通知。 

 

109學年度第1學期日間部申請轉系組、進修部轉日間部審查通過名單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電子工程系 二甲 40803536 蔡0薈 

電子工程系 二乙 40803606 陳0君 

電子工程系 二乙 40803646 陳0敬 

電子工程系 二乙 40811147 楊0盛 

機械工程系 二丙 40804260 董0慈 

電機工程系 二甲 40822116 康0洧 

電機工程系 二乙 40835207 黃0嘉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806240 方0翔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806238  楊0勻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22110 段0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22317 呂0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22323 許0誠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22329 黎0羽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18144 林0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丙 40704202 趙0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丙 40822246 簡0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丙 40822247 李0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丙 40822248 郭0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丙 40822251 侯0紘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三甲 40735144 王0伶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三乙 40722173 麥0英 

資訊工程系 二甲 40822223 謝0磬 

企業管理系 二甲 40820105 高0恩 

企業管理系 二甲 40811250 吳0婷 

企業管理系 二甲 40832304 林0勳 

企業管理系 二乙 40822311 鄭0濠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企業管理系 三甲 40709256 丁0芳 

資訊管理系 二乙 40811121 張0月 

資訊管理系 二乙 40831230 蔡0叡 

金融管理系 二甲 40822103 黃0滿 

金融管理系 二甲 40620222 葉0榛 

金融管理系 二甲 40831107 許0瑜 

金融管理系 三甲 40722153 鍾0祥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甲 40830137 林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甲 40830222 林0菲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甲 40830314 吳0倩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三甲 40730211 陳0瑜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三乙 40730225 歐0廷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乙 40803234 林0秀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三甲 40722107 林0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732169 陳0瑾 

幼兒保育系 二甲 40610232 鄭0婷 

幼兒保育系 三甲 40625155 吳0恩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625230 蔡0珊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01 王0昕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15 林0彥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17 麥0淇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24 周0霓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37 柳0徽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42 蕭0丞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527265 謝0閎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甲 40822220 林0宇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甲 40722258 王0蓁 

餐飲管理系 二甲 40711255 羅0晴 

餐飲管理系 二乙 40834354 黃0錚 

餐飲管理系 二丙 40830123 莊0琴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835167 黃0嘉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835168 朱0璋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0835169 甘0君 

機械工程系 二甲 40804164 程0霖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甲 40806154 陳0翔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22261 馮0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三乙 40722269 蘇0瑋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甲 40830159 李0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乙 40830240 陳0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乙 40832257 陳0翔 

幼兒保育系 二乙 40810246 葉0萱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甲 40831162 李0慶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三乙 40731266 黃0緯 

觀光遊憩系 二甲 40825155 吳0任 

觀光遊憩系 三乙 40725268 鍾0豪 

餐飲管理系 二丙 40834364 張0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