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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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合格名單將於 110 年 1 月底以掛號寄出註冊通知及繳費單。 
110/2/1 起可至線上列印繳費單 https://school.yuantabank.com.tw/school/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50837117 潘 0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922236 林 0佑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931126 黃 0哲 

電子工程系 一乙 40931246 羅 0翔 

電子工程系 一戊 40918413 劉 0緣 

電子工程系 二丁 40818508 蘇 0雄 

電子工程系 二丁 40818514 蘇 0蘭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0903125 施 0成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0906215 李 0育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935115 姚 0凱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930144 陳 0 

電機工程系 一丙 40918147 邱 0瑋 

電機工程系 二乙 40811236 郭 0銘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904119 邱 0鑫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乙 40806112 林 0婕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922211 潘 0煣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甲 40822208 宋 0恩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922128 陳 0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939109 劉 0銘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22318 劉 0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二乙 40822301 康 0淇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903631 劉 0瑋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903630 黃 0詰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932322 黃 0翔 

資訊工程系 二戊 40818422 冼 0羽 

資訊工程系 二戊 40818409 李 0傑 

資訊工程系 二戊 40803412 林 0利 

資訊工程系 二戊 40803413 林 0星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22237 郭 0瑜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22212 李 0褕 

企業管理系 三乙 40709152 管 0旭 

企業管理系 三乙 40709324 林 0儀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管理系 一乙 40906207 鄭 0翔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11116 陳 0裕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11118 簡 0育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2301 劉 0辰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甲 40925143 鄭 0蓮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乙 40830314 吳 0倩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乙 40830222 林 0菲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三甲 40730240 藍 0涵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03636 林 0鈞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09117 楊 0丞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31142 莊 0杰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922204 黃 0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911220 柳 0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甲 40832258 葉 0誠 

幼兒保育系 一乙 40910107 王 0玟 

幼兒保育系 二甲 40806245 葉 0學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904217 李 0晉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904229 范 0哲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912421 柯 0悅 

應用外語系 二甲 40818511 鍾 0雄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04332 唐 0鴻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04 喬 0宥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35 吳 0妮 

應用外語系 二乙 40812116 黃 0淳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906206 翁 0恩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乙 40934304 劉 0瑄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乙 40822154 黃 0益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903623 黃 0凱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甲 40722260 楊 0賢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甲 40931124 方 0蓁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甲 40931222 尤 0瑋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甲 40822115 王 0旭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925205 吳 0婷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934121 劉 0吟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934203 林 0如 

餐飲管理系 一丙 40934259 李 0妤 

餐飲管理系 二甲 40834227 蔡 0浚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935166 蔡 0旭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935167 董 0衡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甲 40935168 蔡 0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935265 陳 0喬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935266 莊 0均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935267 陳 0瑋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乙 40935268 張 0霖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0903160 呂 0豐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0903161 楊 0鎧 

電子工程系 一甲 40903162 黃 0翔 

機械工程系 一甲 40904166 林 0延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904258 謝 0倫 

機械工程系 一乙 40904259 郭 0辰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0904353 陳 0升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 一丙 40904354 江 0堯 

機械工程系 二乙 40804269 詹 0臻 

電機工程系 一甲 40905150 廖 0佐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905253 曾 0勳 

電機工程系 一乙 40905252 潘 0圴 

電機工程系 一丙 40905351 林 0成 

電機工程系 一丙 40905353 顏 0桓 

電機工程系 一丙 40905354 涂 0林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906165 黃 0文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906166 丁 0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906167 邱 0齊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甲 40906168 柯 0恩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922262 廖 0毅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922263 黃 0凱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922264 袁 0廷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922265 李 0維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0922266 林 0華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丙 40922365 杜 0親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丙 40922366 羅 0皓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丙 40922367 黃 0雅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918156 王 0弘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0918157 黃 0傑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918221 鐘 0晉 

資訊工程系 一乙 40918222 王 0龍 

國際企業系 一甲 40920127 黃 0弘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09151 余 0辰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09152 陳 0元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09153 孔 0丞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09154 李 0弘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09155 黃 0荏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09156 陳 0翎 

企業管理系 一甲 40909157 尤 0傑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0909254 陳 0棋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911144 張 0祥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911145 鄭 0綸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911146 趙 0儒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0911147 李 0誼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3148 林 0丞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3149 黃 0璇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3150 蔡 0峰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3151 蔡 0孟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3152 吳 0柔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3153 楊 0丞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0933154 張 0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甲 40930150 林 0蓁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32152 陳 0隆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32153 姜 0弘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32154 黃 0凱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32155 黃 0慶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32156 黃 0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0932157 林 0芃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乙 40932251 楊 0益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912128 趙 0妤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912129 于 0湉 

應用外語系 一甲 40912130 陳 0宏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931151 盧 0勝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0931152 蔡 0霖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甲 40831173 陳 0翰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0925145 鄭 0足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甲 40939160 陳 0元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0934162 黃 0芹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0934163 陸 0寧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934265 徐 0翔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934266 許 0禓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934267 蔡 0憶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934268 蘇 0翔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934269 宋 0允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934270 王 0珍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餐飲管理系 一乙 40934271 周 0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