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申請轉系組審查通過名單如下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丙 41135240 李 0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丙 41135249 謝 0杰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一丙 41103717 李 0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二甲 41011244 鄧 0妏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甲 40922118 洪 0豪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乙 40922325 陳 0元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乙 40922361 康 0華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乙 40922270 曾 0德 

電子工程系 一乙 41103704 林 0億 

機械工程系 一丁 41104232 黃 0翔  

機械工程系 二乙 41004129 劉 0廷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乙 41022358 鄭 0文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乙 41112133 蔡 0嬅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1122312 劉 0愷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1118617 劉 0華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1112110 吳 0儀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工程系 一甲 41112124 孫 0廷 

電競科技管理系 一甲 41105156 曾 0凱 

企業管理系 一乙 41111223 吳 0秀 

資訊管理系 一甲 41105226 林 0宏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1103220 洪 0翰 

金融管理系 一甲 41109104 劉 0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1110131 黃 0涵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1110132 吳 0君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1110133 潘 0君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1110239 沈 0蓁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一乙 41112130 林 0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1139246 黃 0萱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1105244 柯 0軒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1105246 陳 0宇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一甲 41112132 林 0璿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1109236 郭 0妤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1110238 朱 0安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1110219 黃 0瑄 

幼兒保育系 一甲 41125104 周 0芳 

幼兒保育系 二甲 41010237 朱 0嫻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一甲 41103243 陳 0承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甲 41009435 高 0文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乙 41031155 張 0齊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135251 周 0威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105206 黃 0龍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110124 許 0瑄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110130 利 0一 

觀光遊憩系 一甲 41110134 李 0宸 

觀光遊憩系 二甲 41022268 董 0涵 

觀光遊憩系 二甲 40920132 阮氏 0芳 

觀光遊憩系 二甲 41012404 蔡 0宸 

觀光遊憩系 三甲 40930252 張 0尹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乙 41132249 王 0又 

餐飲管理系 一甲 41112129 黃 0絜 



系所名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 二戊 41025505 歐陽 0楠 

機械工程系 二戊 41031535 徐 0偉 

電機工程系 一丁 41131415 楊 0茗 

電機工程系 一丁 41131506 宋 0順 

電機工程系 一丁 41131507 張 0澎 

資訊工程系 一丁 41118535 許 0保 

資訊工程系 一丁 41118502 嚴 0億 

觀光遊憩系 一丁 41105513 許 0維 

餐飲管理系 一戊 41125419 蔡 0星 

餐飲管理系 一戊 41131422 許 0珊 

餐飲管理系 一戊 41131424 趙 0嘉 

餐飲管理系 一戊 41131403 陳 0香 

餐飲管理系 一己 41131401 李 0先 

餐飲管理系 一己 41131406 蘇 0清 

餐飲管理系 一己 41131508 張 0榮 

 



【寒假期間 112 年 1月 16日—2月 12日止】 

       寒假上班時間週一、二、三、四 9：00 ~ 16：00 

     週五             9：00 ~ 12：00。 

       開學前一週 2月 6--10日 週一~五 8：00 ~ 17：00 

一、 確認出納組寄發通知同學之繳費單為新系之學

雜費收費繳費單，並於 112年 2月 6日前請攜帶繳

費單至超商及元大銀行均可繳款，完成註冊手續。  

二、 如未收到繳費單： 

1.上網學校首頁→外部連結點選「元大校務網」或 

上網搜尋元大校務網  

網址:http://school.yuantabank.com.tw/school 

2.點選「台灣學生」與「繳費單列印」。 

3.選擇所屬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輸入「學生學號」、密碼:身分證字號與驗

證碼，並點選「確認」。 

4.若確認個人資料無誤，請點選「繳費單」，完成列

印。如有需要出納組服務， 

電話(07)735-8800#1134~1137。 

三、開學後選課：(2 月 13 日後 2 週內加退選) 

1. 需上網自行選課(含必修及選修)。 

2. 通識及體育需重新辦理加選。 

  如有疑問請至註冊及課務組洽詢。 

四、轉系後如因學分補修問題而無法如期畢業者，應自

行負責。 
                      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  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