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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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底以掛號寄出通知。 

 

107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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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731225 黃 0晴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0730137 廖 0淇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712230 戴 0鋒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706117 潘 0安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0735129 倪 0鴻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703148 王 0煜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703154 李 0祐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718135 紀 0玲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705338 劉 0洪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709207 黃 0維 

電機工程系 一丙 40703150 佘 0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722225 許 0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722227 李 0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722251 唐 0維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705119 施 0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722105 王 0晴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712246 黃 0睿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634310 陳 0萱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703118 張 0瑞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703142 林 0安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103 張 0暘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706150 謝 0伊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720224 莊 0荃 

國際企業系 一乙 40620232 林 0宏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711149 吳 0致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0709125 金 0鑫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0709331 李 0霖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0731228 顏 0豪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731114 薛 0宏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606256 曾 0琳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709141 王 0潔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631109 陳 0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甲 40603218 蔡 0彰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727139 黃 0庭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0710121 郭 0如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0610247 賴 0緯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722220 蔡 0傑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718227 鄭 0一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730116 謝 0樺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03141 曾 0熙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18250 賴 0承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18253 吳 0霖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09255 郭 0龍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09304 陳 0溢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09315 江 0君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09316 郭 0秀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03116 邱 0瑋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03144 蘇 0鈺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03153 陳 0群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18105 洪 0雄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09202 林 0哲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11115 林 0和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30214 侯 0先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32103 王 0丞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31137 許 0嘉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731149 魏 0媛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718201 張 0惟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718202 陳 0文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711143 陳 0嶢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731241 楊 0雅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731217 李 0玲 

觀光遊憩系 一丙 40703121 許 0宗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 甲 40730249 戴 0珊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704125 林 0羽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709239 曾 0陽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709247 黃 0琤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709250 黃 0蕙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725231 吳 0昇 

機械工程系 二乙 40404146 蔡 0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甲 40622206 蔡 0諭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甲 40622268 許 0傑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丙 40630344 謝 0謙 

幼兒保育系 二甲 40622221 吳 0軒 

幼兒保育系 二甲 40610205 曾 0晴 

應用外語系 二甲 40604347 房 0凱 

應用外語系 二甲 40403159 謝 0洹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甲 40631138 呂 0燁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二甲 40627260 李 0儀 

餐飲管理系 二乙 40627156 張 0祜 

觀光遊憩系 三丙 40525265 林 0儀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三甲 40532204 謝 0均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735161 程 0玄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735162 袁 0彤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735163 曾 0傑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735164 汪 0郁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0703155 吳 0萱 

電子工程系 一乙 40703251 蔡 0浩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0718507 蕭 0鳳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0718508 李 0玉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0718510 何 0美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0718511 劉 0英 

機械工程系 一甲 40704161 陳 0澔 

機械工程系 一甲 40704162 鄭 0明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704262 江 0志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704263 梁 0惠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0704361 許 0弼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705160 吳 0威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705161 洪 0利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705162 尤 0德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703149 鐘 0傑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705255 侯 0維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705256 李 0翰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705257 朱 0瑋 

電機工程系 一丙 40705159 鍾 0蓉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706160 夏 0軒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乙 40706268 朱 0毅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13 林 0迪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17 歐 0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18 吳 0明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19 王 0可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21 孔 0瀚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27 石 0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28 哈 0迪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29 安 0諒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丁 40709437 陳 0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722167 孫 0鳳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722168 陳 0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722169 甘 0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722263 林 0丞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722264 陳 0昌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722265 李 0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622275 黃 0漪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622276 文 0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622277 林 0婕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718156 劉 0辰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718157 陳 0釩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718158 蘇 0弘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718159 尤 0程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730144 鄭 0淯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56 邱 0霖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57 陳 0宇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58 張 0瑋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59 余 0恩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60 陳 0澄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61 劉 0鴻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62 蘇 0志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718263 李 0丞 

資訊工程系 一戊 40718435 王 0思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709155 洪 0陽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709156 林 0宸 

企業管理系 一丙 40709356 楊 0淳 

企業管理系 一丁 40706448 林 0思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733152 張 0旻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733153 黃 0捷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733154 王 0挺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733155 陳 0謙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0730255 卓 0欣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0712256 馮 0鳳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732163 林 0霆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732164 趙 0丞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732165 邱 0千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732263 林 0君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732264 呂 0鈞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甲 40632167 蔡 0璇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710153 蔡 0湄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710154 潘 0吟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0710155 劉 0宜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0710242 蔡 0恩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0710243 蔡 0玲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0710244 林 0良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0718514 李 0貞 

應用外語系 一乙 40712258 林 0賢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31157 陳 0廷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31158 謝 0倪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31159 顏 0任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31160 游 0妮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31161 蔡 0倫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31162 戴 0庭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731163 黃 0立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725156 康 0文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725157 王 0靚 

觀光遊憩系 一乙 40725254 董 0伶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觀光遊憩系 一丙 40725356 吳 0頡 

觀光遊憩系 二丙 40625362 張 0華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一甲 40727157 施 0誠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0734163 顏 0展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0734164 吳 0廷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734259 洪 0辰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734260 涂 0傑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734261 劉 0廷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734360 郭 0聖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734361 吳 0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