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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14 日 

教鄭字第 1060000126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6 學年度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核准轉系名單。 

說 明： 

  一、依學生轉系規定第 7點：「……，尚在休學期間者，不得轉系。」故凡於 105 學年度

第 2學期休學者，轉系無效。 

  二、經核准轉系者，原學生證可沿用，欲更換新系名之學生證，請於 106 學年度開學後，

攜原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學籍業務窗口(行政大樓 A212 室)付費申請換發。 

  三、轉系名單分別公布如后： 

 

  1、        資圖系（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2、        中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夏天任        李麗麗        葉承沛        蕭子彥        李宥萱        譚茜云         

405444018     405116095     205010076     205010258     204010739     404031519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黃鈺琳                                                                               

405810317                                                                            

中文二Ａ                                                                             

 

  3、        中文系（日）        （參年級） 

            錄取   4 名 

陳雨涵        池亭儀        游佳蓉        廖姿涵                                     

204010226     204010135     204010309     204010432                                  

中文三Ｂ      中文三Ａ      中文三Ｂ      中文三Ａ                                   

 

  4、        歷史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梁健銘        陳映方        王雅芸                                                   

405636035     405480079     205010084                                                

歷史二Ａ      歷史二Ａ      歷史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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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歷史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江玟昕        周怡秀        楊士豪                                                   

403730319     404011610     404191057                                                

歷史三Ａ      歷史三Ａ      歷史三Ａ                                                 

 

  6、        資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林亮妤        許瑜珊                                                                 

404360223     404011529                                                              

資傳二Ｂ      資傳二Ｂ                                                               

 

  7、        大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陳宣志                                                                               

405860494                                                                            

大傳二                                                                               

 

  8、        教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謝儀馨        鄭詠之                                                                 

205550691     405000158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9、        建築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孫子柔        蕭若涵        黃筠淇        許詠傑        楊承泰                       

203011118     405380048     404201419     204410368     405380154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10、       機電系光機電整合（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高瑋澤                                                                               

405390278                                                                            

機電系光機二                                                                         

 

  11、       機電系光機電整合（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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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機電系精密機械組（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13、       土木系工設組（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孫 暐        莊喻安        陳伶        曾煒翔        苗廷崢        廖廷訓         

405390153     405390492     405390401     405031138     405850313     205440588      

土木工設二Ａ  土木工設二Ａ  土木工設二Ｂ  土木工設二Ａ  土木工設二Ａ  土木工設二Ｂ   

 

  14、       土木系工設組（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徐昱雷        周天翊        林 芃                                                   

404394016     404394024     403360505                                                

土木工設三Ａ  土木工設三Ｂ  土木工設三Ｂ                                             

 

  15、       土木系營企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鄭柏維                                                                               

205010654                                                                            

土木系營企二                                                                         

 

  16、       化材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翁明清        王筠嘉                                                                 

405627091     205110371                                                              

化材二Ａ      化材二Ａ                                                               

 

  17、       資工系（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林江濤        李威霖        蔡溢義        丁喬驛        陳彥禛        陳 詢         

405844027     404360272     405230177     405210286     405840413     205410573      

資工二Ｃ      資工二Ｃ      資工二Ｂ      資工二Ａ      資工二Ｂ      資工二Ｃ       

 

蔡孟哲        張頤嘉        吳峻瑋                                                   

205410037     205410227     205410078                                                

資工二Ｃ      資工二Ａ      資工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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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資工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林思瀚        陳彥廷        許仕賢                                                   

404846072     204410947     204410152                                                

資工三Ａ      資工三Ａ      資工三Ｃ                                                 

 

  19、       航太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陳海華        林尚德        吳承庭        張瑋哲        李振延                       

405380071     405380709     405850347     405220426     405380832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Ａ                     

 

  20、       航太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陳俊翰                                                                               

404840109                                                                            

航太三Ｂ                                                                             

 

  21、       電機系電機組（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徐紫騰        張子軒        姚景程        蔡明翰        余孟潔                       

405384032     405364034     205440158     205440059     405390245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22、       電機系電資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陳裕承                                                                               

405230367                                                                            

電機系電資二                                                                         

 

  23、       電機系電資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葉明蓁                                                                               

402490014                                                                            

電機系電資三                                                                         

 

  24、       電機系電通組（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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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勝清        廖怡晴                                                                 

205440257     205440067                                                              

電機系電通二  電機系電通二                                                           

 

  25、       水環系水資源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謝杰恩                                                                               

403200370                                                                            

水環水資源三                                                                         

 

  26、       水環系環工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黃于軒                                                                               

403230146                                                                            

水環系環工三                                                                         

 

  27、       法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賈天擇        陳怡安        郭芷瑄        鄧釆蘋        顏宜君        陳思穎         

404574013     405810408     405000273     405810507     205100315     404661877      

法文二Ａ      法文二Ｂ      法文二Ａ      法文二Ｂ      法文二Ａ      法文二Ａ       

 

林佩萱                                                                               

205110256                                                                            

法文二Ａ                                                                             

 

  28、       德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歐陽德偉      尤心芊        陳美                                                   

405840025     405810010     405820233                                                

德文二        德文二        德文二                                                   

 

  29、       日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楊榮源        永松彩乃      黃于庭        唐 伶        蔡宇晴                       

405596171     405115022     205010282     204100977     205100612                    

日文二Ｂ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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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英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葉盈妮        林冠廷        李冠霆        蔡宜珍                                     

404360181     405810036     405030056     405810051                                  

英文二Ｃ      英文二Ｃ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Ｂ                                   

 

  31、       英文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李玄月        林威均        蔡宗原                                                   

404810359     205117103     205117400                                                

英文三Ｂ      英文三Ｂ      英文三Ｂ                                                 

 

  32、       西語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王鈞亭        王正昱        張強        郭怡雯        彭筠涵                       

405480160     204110208     205110090     405810325     404860628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33、       俄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田伊廷        楊靜宜                                                                 

205010134     205010035                                                              

俄文二        俄文二                                                                 

 

  34、       外交與國際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艾文琦        哈納馬丁內斯  莊育朋                                                   

405595355     405365015     405810093                                                

外交與國際二  外交與國際二  外交與國際二                                             

 

  35、       會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古娟綺        陳毅        黃湘雲        陳怡瑄        張璟倫                       

405651711     405620955     205550287     405571182     405620187                    

會計二Ａ      會計二Ａ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36、       財金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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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宇濤        馮子        彭序覺        黃夢曉        王 嬌        許毓琪         

405544015     405004010     404635038     405664029     405574038     405576520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Ｂ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Ｂ       

 

林子傑        黃文萱        林倢筠        王韻涵                                     

405570895     405620658     405680264     405590570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Ｂ      財金二Ａ                                   

 

  37、       財金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夏碩鴻        李孟容                                                                 

205537029     404661620                                                              

財金三Ｂ      財金三Ｂ                                                               

 

  38、       企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林子瀚        林芷筠        莊瑞萱        楊千儀        湯雨諠                       

205610032     405560896     205610099     405130286     405840116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Ｂ      企管二Ａ                     

 

  39、       企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楊琬婷                                                                               

204610470                                                                            

企管三Ａ                                                                             

 

  40、       產經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徐芳鈺        陳師堯        楊程帆                                                   

405810382     405030387     405840496                                                

產經二Ｂ      產經二Ｂ      產經二Ａ                                                 

 

  41、       產經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鄒可柔        高陽興        張筌瑛                                                   

404621913     404031451     204611106                                                

產經三Ａ      產經三Ａ      產經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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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胡莞婷        江淳玉        莊聿萱        黃佩雯        何怡珣        蘇詠晴         

404104027     205550188     405730929     205550089     405111195     203100267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43、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參年級） 

            錄取   7 名 

彭萬龍        高晨鐘        陳芃文        戴存毅        林佑全        呂荺匯         

403406035     404730078     205557027     204550411     405627059     404561333      

國企系經管三  國企系經管三  國企系經管三  國企系經管三  國企系經管三  國企系經管三   

林羽柔                                                                               

404652025                                                                            

國企系經管三                                                                         

 

  44、       管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黃 欣        陳裕璁        許凱涵        梁恩芳                                     

405646042     204530322     405820449     405850040                                  

管科二Ｂ      管科二Ｂ      管科二Ｂ      管科二Ｂ                                   

 

  45、       管科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蘇信維        林律綺                                                                 

404820051     404840331                                                              

管科三Ａ      管科三Ａ                                                               

 

  46、       保險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姚宛妤        戴安培                                                                 

405860924     405001115                                                              

保險二Ｂ      保險二Ａ                                                               

 

  47、       保險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胡沛詮                                                                               

204530421                                                                            

保險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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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資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謝紫薇        陳雨微        呂予歆                                                   

405844019     405840041     405860361                                                

資管二Ｂ      資管二Ａ      資管二Ｃ                                                 

 

  49、       資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50、       公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張 婕        殷瑄雩        邱奕綺        蔡君        張芝芹                       

405164020     205647042     205640286     205640344     405820357                    

公行二Ｂ      公行二Ｂ      公行二Ｂ      公行二Ｂ      公行二Ａ                     

 

  51、       公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鄭聿妏                                                                               

204640477                                                                            

公行三Ａ                                                                             

 

  52、       統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蔡雅婷        柳琬萱        高碩廷        張郡庭                                     

404840380     405840231     205530172     405730713                                  

統計二Ｂ      統計二Ｂ      統計二Ｂ      統計二Ｂ                                   

 

  53、       統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劉得緯        鄭逸筠                                                                 

204650088     204611155                                                              

統計三Ｂ      統計三Ａ                                                               

 

  54、       運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李語潔        孫 弘                                                                 

405730564     405820423                                                              

運管二Ｂ      運管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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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運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4 名 

侯子        董書妡        董偉英        楊袖賢                                     

403364051     404621954     405867051     204611189                                  

運管三Ａ      運管三Ａ      運管三Ａ      運管三Ｂ                                   

 

  56、       全財管學程（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賴怡安                                                                               

405530964                                                                            

全財管學程二                                                                         

 

  57、       經濟系（日）        （貳年級） 

            錄取   8 名 

吳啟璿        陳毓翎        林沁昀        江浩綱        廖品涵        林宏嘉         

405590588     405510586     405820480     405000901     405860841     205610495      

經濟二Ａ      經濟二Ａ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Ａ       

 

季 優        張佩萱                                                                 

205530651     405820084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Ｂ                                                               

 

  58、       經濟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吳冠頡        孫苡馨        金鴻瑋                                                   

204530553     204611528     204550346                                                

經濟三Ａ      經濟三Ｂ      經濟三Ａ                                                 

 

  59、       尖端材料科學學程    （貳年級） 

            錄取   0 名 

                                                                                     

 

  60、       化學系生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王軾                                                                               

405230029                                                                            

化學系生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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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化學系材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趙怡嘉                                                                               

405220236                                                                            

化學系材化二                                                                         

 

  62、       數學系數學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李孟宣        潘宣辰        王浩威                                                   

405850487     405411165     405840454                                                

數學系數學二  數學系數學二  數學系數學二                                             

 

  63、       數學系資統組（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曹竣堡        周德鈞        何易鴻        王先弘                                     

405190413     405190025     405190512     405190157                                  

數學系資統二  數學系資統二  數學系資統二  數學系資統二                               

 

  64、       數學系資統組（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陳彥霖        賴嘉玲                                                                 

403190126     404191438                                                              

數學系資統三  數學系資統三                                                           

 

  65、       物理系光電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林芝蕙                                                                               

405356535                                                                            

物理系光電二                                                                         

 

  66、        日文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0 名 

 

  67、        英文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2 名 

李怡蓓        李政逸                                                                 

205640757     405037101                                                              

英文進學班二  英文進學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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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財金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李清梅                                                                               

205100349                                                                            

財金進學班二                                                                         

 

  69、        企管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0 名 

                                                                                     

 

  70、        國企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0 名 

                                                                                     

 

  71、        公行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2 名 

曾垂諒        張佳琳                                                                 

205410128     205440612                                                              

公行進學班二  公行進學班二                         

 

 

教務長     鄭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