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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5 月 5 日 

教鄭字第 1090000226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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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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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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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 

呂○晏                                                                               

408480431                                                                            

資圖二Ａ                                                                             

 

  2、        中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8 名 

陳○晴        紀○妤        林○睿        吳○儒        鄭○庭        魏○渝         

408810173     408030400     408510427     408840485     208110220     407100337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Ａ       

 

鍾○霖        王○雲                                                                 

208107176     407160190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3、        中文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4、        資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蔡○潔        林○軒                                                                 

408595329     408081072                                                              

資傳二Ｂ      資傳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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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董○希        謝 ○        林○賢        莊○中        陳○婷                       

408014016     407126027     408006038     208110055     407730190                    

大傳二        大傳二        大傳二        大傳二        大傳二                       

 

  6、        教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8 名 

王○陞        黃○儀        蔡○畇        莊○睿        鄭○奇        王○崤         

208610393     408860855     208640531     208550524     208550169     208640408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Ｂ      教科二Ｂ      教科二Ｂ       

 

黃○恩        張○凱                                                                 

408860459     208640499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7、        建築系（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涌田○太郎    林○甫        賴○        林○吟        楊○楠        高○誠         

408105095     408350550     208530369     408480571     408350337     407380756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8、        建築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謝○汝                                                                               

405080812                                                                            

建築三                                                                               

 

  9、        機械系光機電整合 （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邱○哲        王○妤        黃○函                                                   

208410455     208110527     208410513                                                

機械系光機二  機械系光機二  機械系光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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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機械系光機電整合（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11、       機械系精密機械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林○淳                                                                               

407220143                                                                            

機械系精密二                                                                         

 

  12、       土木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黃○嘉        姚○燕        周○綺        黃○淳        楊○文        黃○評         

408401056     208100726     208110428     408001062     408730298     207440230      

土木二Ａ      土木二Ｂ      土木二Ｂ      土木二Ｂ      土木二Ａ      土木二Ａ       

 

陳○珊                                                                               

408730702                                                                            

土木二Ｂ                                                                             

 

  13、       土木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王○超                                                                               

405364026                                                                            

土木三Ｂ                                                                             

 

  14、       化材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陳 ○        楊○軒                                                                 

408730207     208110469                                                              

化材二Ｂ      化材二Ｂ                                                               

 

  15、       化材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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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資工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1 名 

許○怡        詹○丞        何○勳        周○俊        李 ○        王○陞         

408844016     408510542     208410257     208410356     408001104     20853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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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蓁        張○傑        盧○丞        翁○        洪○璟                       

408631330     408510492     408850237     408030525     40885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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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航太系（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陳○純        李○哲        許○紓        吳○序        卓○豪        柯○維         

208440163     408840204     408190303     207410464     408350170     4086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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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宏        吳○芫        鍾○訓                                                   

208100668     408840501     408840493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Ａ                                                 

 

  18、       電機系電機（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彭○燕        洪○中        陳○宇        郭○雯        陳○庭        陳○宏         

208440015     208440106     208440205     208440213     208440288     20744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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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電機二   

 

                                                                                     

  19、       電機系電資（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楊○諺        林○哲        施○修        范○麟                                     

208440239     208440262     207440560     407480523                                  

電機系電資二  電機系電資二  電機系電資二  電機系電資二                               

 

  20、       電機系電通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姜○聲                                                                               

207440446                                                                            

電機系電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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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水環系水資源組（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22、       水環系環工組（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23、       法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顏○翰        蕭○秀        蕭○澐        吳○蓉        簡○栩                       

408120268     407731032     408800034     407860757     4080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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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德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黃○緯        陳○媛        廖○蒂                                                   

408660115     408130481     408800026                                                

德文二        德文二        德文二                                                   

 

  25、       日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秦 ○        蔡○恩        周○丞        鍾○幃        連○喻        陳○璇         

408864030     408000239     208100585     208100056     208100155     208100593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Ｂ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Ｂ      日文二Ｃ      日文二Ｂ       

 

莊○卉        林○潔        陳○汶                                                   

407081156     408810371     208100130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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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英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0 名 

黃○珂        廖○登        林○安        王○慧        鄭○文        陳○柔         

408814019     408806049     408820420     408810421     408810470     4088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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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誠        林○威        張○僑        朱○亭                                     

408860350     408820404     208110311     408810041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Ａ      英文二Ａ      英文二Ａ                                   

 

  27、       英文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28、       西語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1 名 

金○婷        曾○涓        施○華        陳○蕾        鄭○筑        黃 ○         

408106523     408620176     408090263     408810397     408800018     40886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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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潔        葉○        鍾○倫        李○錡        陳○璇                       

408860608     408810496     208100692     208110261     208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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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西語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游○訢                                                                               

407000370                                                                            

西語三Ａ                                                                             

 

  30、       俄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謝○樺        黃○慈        曾○榆        歐○綺        羅○振                       

408810207     208110501     408011103     408840063     408810504                    

俄文二        俄文二        俄文二        俄文二        俄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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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會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張○銘        江○儀        黃○萱        彭○琪        王○婕        呂○晴         

408116076     408570108     408630134     408570082     408571148     40857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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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臻                                                                               

408610276                                                                            

會計二Ｃ                                                                             

 

  32、       財金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3 名 

尤○瀾        林○琪        薛○聯        陶○臻        蔣○揚        胡○惜         

408564028     408644010     408624012     408734019     407604015     40803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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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青        林○軒        林○薇        林○葦        崔○馨        林○璇         

408560885     208530351     208530427     408570041     408570223     40855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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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寧                                                                               

408570132                                                                            

財金二Ａ                                                                             

 

  33、       財金系（日）        （肆年級） 

            錄取   1 名 

石 ○                                                                               

408685393                                                                            

財金四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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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企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孫○淇        胡○博        賴○穎        蘇○潔        林○涵        黃○蓉         

408050465     407031094     208610708     408640703     408661121     40886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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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睿                                                                               

408730579                                                                            

企管二Ａ                                                                             

 

  35、       企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36、       產經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盛○凡        伍○奕        李○庭                                                   

408634029     408000767     408630761                                                

產經二Ｂ      產經二Ｂ      產經二Ｂ                                                 

 

  37、       產經系（日）        （參年級） 

            錄取   7 名 

李○瑩        陳○綺        羅○婷        張○馨        吳○瑄        沈○喬         

407590248     207530139     207550194     207550160     207530444     408867371      

產經三Ｂ      產經三Ａ      產經三Ａ      產經三Ｂ      產經三Ｂ      產經三Ａ       

 

周○瑜                                                                               

207610675                                                                            

產經三Ａ                                                                             

 

  38、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李○萱        李○維        潘○亦                                                   

408824018     408800059     208550342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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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管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方○婷        陳○儇        李○璇        陳○勻                                     

208530609     408080140     408000569     208100494                                  

管科二Ｂ      管科二Ｂ      管科二Ｂ      管科二Ａ                                   

 

  40、       管科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張○瑋                                                                               

408867066                                                                            

管科三Ｂ                                                                             

 

  41、       資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1 名 

蕭○軒        楊○凱        謝○翔        黃○哲        黃○婷        蔡○珊         

408730157     408840212     408840162     407850121     408850187     408850468      

資管二Ｃ      資管二Ｃ      資管二Ａ      資管二Ｃ      資管二Ｃ      資管二Ａ       

 

劉○琳        林○均        李○德        雲○庭        蔣○恩                       

407840353     408840410     408840238     408840139     408850179                    

資管二Ｂ      資管二Ｂ      資管二Ｂ      資管二Ａ      資管二Ｂ                     

 

  42、       資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黃○儀        張○銘        葉○靜                                                   

207530477     407590354     408418100                                                

資管三Ｂ      資管三Ｂ      資管三Ｃ                                                 

 

  43、       風保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陳○惠        蔡○昇                                                                 

408840378     407400356                                                              

風保二Ａ      風保二Ａ                                                               

 

  44、       風保系 （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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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公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劉○綺        廖○儀        戚○淳                                                   

208640069     208640168     407000081                                                

公行二Ｂ      公行二Ｂ      公行二Ｂ                                                 

 

  46、       公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47、       統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陳○淮        戰○諺        劉○成        林○威        郭○濰        馬○仲         

408630704     408860988     408820305     208610872     208610781     408130242      

統計二Ａ      統計二Ｂ      統計二Ｃ      統計二Ｃ      統計二Ｃ      統計二Ｃ       

 

  48、       統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49、       運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李○涵        梁○賢        邱○霖                                                   

408860897     208550136     208550185                                                

運管二Ａ      運管二Ａ      運管二Ｂ                                                 

 

  50、       運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5 名 

郭○佑        何○瑋        陳○穎        林○煒        陳○展                       

407000958     407730356     407010643     408437084     207610485                    

運管三Ａ      運管三Ａ      運管三Ｂ      運管三Ｂ      運管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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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全財管學程（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何○明        田 ○        謝○豪        卡○莎        顏○祥        阮○鈴         

408615218     408595907     407635027     408805116     407405017     408605011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范○維        張○萱        李○淏                                                   

408820339     408110574     408840105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52、       經濟系（日）        （貳年級） 

            錄取   8 名 

劉○翰        莊 ○        廖○鴻        李○緯        呂○倫        蔡○佳         

208530567     208640226     408030335     408661139     406820117     4088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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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程        梁○雲                                                                 

408820248     408820388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Ｂ                                                               

 

  53、       經濟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林○柔                                                                               

405860403                                                                            

經濟三Ａ                                                                             

 

  54、       政經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文○峰                                                                               

408036100                                                                            

政經二                                                                               

 

  55、       資創系軟工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吳○恩                                                                               

408860566                                                                            

資創系軟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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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外交與國際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金○廷                                                                               

408825031                                                                            

外交與國際二                                                                         

 

  57、       尖端材料科學學程（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沈○芸        王○靜        周○                                                   

408840253     208530575     208610773                                                

尖端材料二    尖端材料二    尖端材料二                                               

 

  58、       化學系生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江○俐                                                                               

408200292                                                                            

化學系生化二                                                                         

 

  59、       化學系材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60、       數學系數學組（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馮○泰        江○寬                                                                 

208530344     406431113                                                              

數學系數學二  數學系數學二                                                           

 

  61、       數學系資統組（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陳○妤        陳○怡                                                                 

408730660     408840451                                                              

數學系資統二  數學系資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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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物理系應物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劉○彤                                                                               

207410308                                                                            

物理系應物二                                                                         

 

  63、       物理系應物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張○竣                                                                               

407190411                                                                            

物理系應物三                                                                         

 

  64、       物理系光電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盧○馨        陳○妮        何○筠                                                   

408850435     208610997     208440346                                                

物理系光電二  物理系光電二  物理系光電二                                             

 

  65、       物理系光電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李○緯                                                                               

406370469                                                                            

物理系光電三                                                                         

 

  66、       資工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羅○慶                                                                               

408220076                                                                            

資工進學班二                                                                         

 

  67、       電機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魏○亞                                                                               

208417088                                                                            

電機進學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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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財金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2 名 

彭○涵        黃○硯                                                                 

208100304     208100312                                                              

財金進學班二  財金進學班二                                                           

 

  69、       財金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楊○嘉                                                                               

207600320                                                                            

財金進學班三                                                                         

 

  70、       企管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白○綺                                                                               

407820215                                                                            

企管進三Ａ                                                                           

 

  71、       國企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謝○霓                                                                               

207530378                                                                            

國企系進學三                                                                         

 

  72、       公行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林○如                                                                               

208110576                                                                            

公行進學班二                                                                         

 

  73、       公行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0 名 

                                                                                     

                                                                                     

                                                                                     

教務長     鄭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