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年 5 月 4 日 

教林字第 1100000272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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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年 

度第 2學期休學者，轉系無效。 

  二、轉系名單分別公布如后： 

 

  1、        資圖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邱Ｏ閒                                                                               

409220240                                                                            

資圖二Ｂ                                                                             

 

  2、        資圖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呂Ｏ澤                                                                               

406630151                                                                            

資圖三Ａ                                                                             

 

  3、        中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朱Ｏ翎                                                                               

409850152                                                                            

中文二Ａ                                                                             

 

  4、        歷史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李Ｏ倢                                                                               

409011052                                                                            

歷史二Ａ                                                                             

 

 

 

 



  5、        資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莊Ｏ如                                                                               

408000643                                                                            

資傳二Ｂ                                                                             

 

  6、        資傳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7、        大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關Ｏ慧        羅Ｏ清                                                                 

409616280     408096013                                                              

大傳二        大傳二                                                                 

 

  8、        大傳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9、        教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李Ｏ穎        廖Ｏ睿        王Ｏ柔        陳Ｏ廷        高Ｏ                       

409630083     409861001     409031001     409000618     40901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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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建築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黃Ｏ恩        李Ｏ鼎        劉Ｏ皓        黃Ｏ騰        蔡Ｏ杰        連Ｏ晨         

409430096     409030334     409660684     409381067     409170262     4093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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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Ｏ婷                                                                               

409220372                                                                            

建築二                                                                               



  11、       機械系光機電整合（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王Ｏ嘉        洪Ｏ軒                                                                 

409840393     409850228                                                              

機械系光機二  機械系光機二                                                           

 

  12、       機械系精密機械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楊Ｏ達                                                                               

409840161                                                                            

機械系精密二                                                                         

 

  13、       土木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何Ｏ均                                                                               

409220224                                                                            

土木二Ｂ                                                                             

 

  14、       土木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林Ｏ亞                                                                               

408237039                                                                            

土木三Ａ                                                                             

 

  15、       化材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朱Ｏ葦        陳Ｏ穎        徐Ｏ杰        吳 Ｏ        廖Ｏ郁                       

409620589     409840435     409850301     409850137     409850426                    

化材二Ｂ      化材二Ａ      化材二Ｂ      化材二Ａ      化材二Ｂ                     

 

  16、       資工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郭Ｏ梅                                                                               

408106242                                                                            

資工二Ｃ                                                                             

 

 

 



  17、       資工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林Ｏ南        林Ｏ涵                                                                 

408854015     407190205                                                              

資工三Ｂ      資工三Ｂ                                                               

 

  18、       航太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施Ｏ松        林Ｏ緯        蔡Ｏ洋        施Ｏ良        林Ｏ祐                       

409380036     409731022     409810057     409850038     40985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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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電機系電通（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洪Ｏ婷                                                                               

409230264                                                                            

電機系電通二                                                                         

 

  20、       水環系水資源組（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王Ｏ婷        余Ｏ倫                                                                 

409230124     409210381                                                              

水環水資源二  水環水資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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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 

杜Ｏ涵        張Ｏ佑        林Ｏ叡                                                   

409400503     409210068     409220398                                                

水環系環工二  水環系環工二  水環系環工二                                             

 

 

 



  23、       法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趙Ｏ敏        涂Ｏ云        呂Ｏ萱        黃Ｏ畯                                     

409820189     409860730     409000014     40981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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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德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蔡Ｏ恩                                                                               

408860806                                                                            

德文二                                                                               

 

  25、       日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佐藤野Ｏ華    林Ｏ恩        陳Ｏ妤        謝Ｏ鈴        賴Ｏ瑄        楊Ｏ瑋         

409865010     409030011     409030821     409860862     409010773     40903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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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Ｏ冠                                                                               

409860938                                                                            

日文二Ｃ                                                                             

 

  26、       英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2 名 

鄭Ｏ靖        楊 Ｏ        江Ｏ儀        邱Ｏ蓁        連Ｏ慈        王Ｏ凱         

409106449     408590122     409810024     409810164     409810289     40986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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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Ｏ琪        譚Ｏ慈        陳Ｏ臻        劉Ｏ傑        徐Ｏ翔        顏Ｏ哲         

409120267     409860805     408101367     409820429     409030839     40903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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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西語系（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羅Ｏ生        王Ｏ巧        蔡Ｏ妤        黃Ｏ原        許Ｏ綺        蕭Ｏ均         

409096012     409037040     409860987     409860888     409110029     40900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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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俄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29、       俄文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盧Ｏ霖                                                                               

407090264                                                                            

俄文三                                                                               

 

  30、       會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徐 Ｏ        葉Ｏ怡        陳Ｏ霈        陳Ｏ蓁        曾Ｏ銘        籃Ｏ韻         

409610564     409570115     409650057     409651790     408640927     409651584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賴Ｏ怡                                                                               

409621033                                                                            

會計二Ａ                                                                             

 

  31、       會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徐Ｏ婷                                                                               

408651478                                                                            

會計三Ｃ                                                                             

 

  32、       財金系（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薛Ｏ姍        黎Ｏ茸        楊氏Ｏ懷      陳Ｏ光        黃Ｏ喻        蔡Ｏ彤         

409016556     408615150     408615184     408366077     409570016     4096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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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Ｏ粧        胡Ｏ元        黃Ｏ鈞                                                   

409540043     409820197     409220059                                                

財金二Ｂ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33、       財金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徐Ｏ鴻        陳Ｏ蓉        蔡Ｏ佑                                                   

407206514     409547063     408190402                                                

財金三Ａ      財金三Ｂ      財金三Ｂ                                                 

 

  34、       企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余Ｏ錡        汪Ｏ芬        唐Ｏ娟        張Ｏ稜        姚Ｏ佑                       

409730883     409860094     409840328     409820270     4090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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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企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賴Ｏ瑩        韋Ｏ軒                                                                 

407086080     407636041                                                              

企管三Ｂ      企管三Ｂ                                                               

 

  36、       產經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謝Ｏ怡        林Ｏ鋒                                                                 

409350096     409730354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Ａ                                                               

 

  37、       產經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38、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陳Ｏ汝        王Ｏ蓁        黃Ｏ瑀        程Ｏ婕                                     

409860599     409540118     409860847     4096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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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紀Ｏ言                                                                               

408605029                                                                            

國企系經管三                                                                         

 

  40、       管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余Ｏ爾        蔡Ｏ真        楊Ｏ蓁        邱Ｏ靖        黃Ｏ熙        黃Ｏ曈         

409416301     409840377     409800173     409111126     409850087     40900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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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管科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呂Ｏ珍        陳Ｏ宇                                                                 

408661030     408220175                                                              

管科三Ａ      管科三Ａ                                                               

 

  42、       資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曾Ｏ捷        李Ｏ宇        夏Ｏ翔        陳Ｏ帆        何Ｏ燁        吳Ｏ庭         

409850269     409620266     409000980     409000857     409860185     4098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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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資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44、       風保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倪Ｏ城                                                                               

409350070                                                                            

風保二Ａ                                                                             

 

 

 



  45、       風保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王Ｏ緯        黃Ｏ龍        吳Ｏ蓁                                                   

408660529     407430825     407601193                                                

風保三Ｂ      風保三Ｂ      風保三Ａ                                                 

 

  46、       公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余Ｏ津        陳Ｏ童        周Ｏ竹        許Ｏ愷        林Ｏ瑜        劉Ｏ廷         

409126108     409126116     409730131     409840203     409860854     40941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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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Ｏ宸                                                                               

408030848                                                                            

公行二Ｂ                                                                             

 

  47、       公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林Ｏ韻        蔡Ｏ芸                                                                 

407106193     408810439                                                              

公行三Ａ      公行三Ａ                                                               

 

  48、       統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蕭Ｏ綺        邱Ｏ睿        楊Ｏ萱                                                   

409810495     409820403     409080933                                                

統計二Ａ      統計二Ａ      統計二Ｃ                                                 

 

  49、       運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曾Ｏ維        陳Ｏ勳        李Ｏ洋                                                   

409646584     409417069     407000271                                                

運管二Ｂ      運管二Ｂ      運管二Ａ                                                 

 

  50、       運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51、       經濟系（日）        （貳年級） 

            錄取   8 名 

陳Ｏ嫻        黃Ｏ玲        盧Ｏ璇        李Ｏ嫻        邱Ｏ宸        周Ｏ儀         

408366523     409560983     409840021     409730859     407650463     4098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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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Ｏ哲        劉Ｏ彤                                                                 

409400909     409860607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Ｃ                                                               

 

  52、       經濟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劉Ｏ霆        鄭Ｏ昀                                                                 

407220077     408820396                                                              

經濟三Ａ      經濟三Ｃ                                                               

 

  53、       外交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羅Ｏ光        柏Ｏ絲        勢登麟Ｏ朗    洞下Ｏ輝      石川Ｏ紗                     

409685020     409375010     409105045     409595369     409865069                    

外交二        外交二        外交二        外交二        外交二                       

 

  54、       尖端材料科學學程（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江Ｏ宇                                                                               

409820031                                                                            

尖端材料二                                                                           

 

  55、       化學系生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林Ｏ諭        潘Ｏ羚        鄭Ｏ獻                                                   

409220414     409230074     409370367                                                

化學系生化二  化學系生化二  化學系生化二                                             

 

 

 

 

 



  56、       化學系材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鄭Ｏ安        方Ｏ芯        胡Ｏ楹                                                   

409400404     409230108     409230058                                                

化學系材化二  化學系材化二  化學系材化二                                             

 

  57、       數學系數學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李Ｏ特                                                                               

409560918                                                                            

數學系數學二                                                                         

 

  58、       數學系數學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洪Ｏ宸                                                                               

409207023                                                                            

數學系數學三                                                                         

 

  59、       數學系資統組（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蔡Ｏ哲        陳Ｏ志                                                                 

409190104     409867057                                                              

數學系資統二  數學系資統二                                                           

 

  60、       數學系資統組（日）    （參年級） 

            錄取   4 名 

朱Ｏ清        呂Ｏ珊        王Ｏ穎        蕭Ｏ妤                                     

408194016     408410735     408190188     408196516                                  

數學系資統三  數學系資統三  數學系資統三  數學系資統三                               

 

  61、       資工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1 名 

胡Ｏ雲                                                                               

209100949                                                                            

資工進學班二                                                                         

 

 

 



  62、       電機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0 名 

                                                                                     

                                                                                     

                                                                                     

 

  63、       財金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朱Ｏ慶                                                                               

209117166                                                                            

財金進學班二                                                                         

 

  64、       財金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于Ｏ庭                                                                               

206110321                                                                            

財金進學班三                                                                         

 

  65、       企管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0 名 

                                                                                     

                                                                                     

                                                                                     

 

  66、       企管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王Ｏ瑀                                                                               

208117084                                                                            

企管進三Ｂ                                                                           

 

  67、       國企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0 名 

                                                                                     

                                                                                     

                                                                                     

 

 

 



  68、       公行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李Ｏ庭                                                                               

207440065                                                                            

公行進學班三                                                                         

 

 

 

 

教務長     林俊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