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1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正取生)

系組全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甲 4A512901 黃○毓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甲 4A512902 林○瑋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512903 洪○昌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512904 王○泓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512905 李○齊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三甲 4A412910 陳○廷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三乙 4A412911 黃○維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514901 王○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514902 王○霖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514903 黃○恩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514904 王○凱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514905 楊○琳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514906 余○成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514907 詹○嘉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514908 李○曄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514909 李○昇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514910 陳○澤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514911 侯○翔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514912 段○仁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514913 嚴○瑾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514914 陳○翔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515901 林○傑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515902 林○澄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515903 江○霖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515904 朱○瑋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515905 吳○晉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515906 張○允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515907 陳○仲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515908 邱○峻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515909 莊○皓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515910 徐○謙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51C901 林○靚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51C902 林○媛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51C903 王○凱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51C904 胡○瑜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51C905 張○憶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51C906 郭○謙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51C907 張○薏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51C908 謝○揚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51C909 陳○彣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甲 4A41C913 陳○維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甲 4A41C914 陳○軒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甲 4A41C915 黃○哲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甲 4A41C916 林○裕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乙 4A41C917 顏○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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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二甲 4A51E901 蔡○涵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527901 張○凱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527902 陳○文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527903 邱○怡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四技醫電三甲 4A427903 蔡○諾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528901 吳○謙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528902 葉○揚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528903 溫○岳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52C901 蘇○民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52C902 許○瑋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52C903 林○鈞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52C904 蔡○言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三甲 4A42C906 吳○祐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三甲 4A42C907 林○泓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二甲 4A536901 吳○緯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二甲 4A536902 簡○福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二甲 4A536903 羅○翔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二甲 4A537901 吳○諄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二乙 4A539901 鄭○允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二甲 4A53A901 張○群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540901 蕭○傑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540902 温○翔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540903 吳○奇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乙 4A540904 晁○芊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552901 李○純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552902 顏○岳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552903 鄭○宏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552904 楊○星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552905 邱○泓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552906 陳○廷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552907 陳○華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555901 黃○涵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555902 陳○瑋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555903 林○樺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555904 程○瑩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555905 王○璇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555906 廖○馨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555907 林○伶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乙 4A555908 方○淇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乙 4A555909 曾○儀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乙 4A555910 李○恩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560901 林○軒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560902 陳○琇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560903 戴○芸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560904 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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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560905 江○葶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560906 陳○梅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560907 蔡○萱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560908 徐○婷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560909 施○宇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570901 賴○堯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570902 蔡○倫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570903 黃○喩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570904 郭○睿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570905 施○安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570906 何○雅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570907 卓○玟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570908 黃○仁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570909 朱○憲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570910 王○竹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570911 凃○緯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甲 4A470915 蔡○玲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甲 4A470916 吳○穎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甲 4A470917 林○宇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乙 4A470918 陳○喬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580901 李○琳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580902 王○笙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580903 陳○弘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580904 劉○鑢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580905 郭○禎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580906 馮○嘉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580907 柳○穎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丙 4A580908 陳○玲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丙 4A580909 邱○涵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丙 4A580910 邱○慧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甲 4A590901 潘○志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甲 4A590902 陳○綾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甲 4A590903 鄭○珺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甲 4A590904 黃○賢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甲 4A590905 林○莉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590906 陳○宇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590907 溫○和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590908 鄭○倫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590909 賴○頡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590910 蘇○鈞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590911 劉○鳳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乙 4A490914 陳○鈞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5A0901 葉○詠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5A0902 王○珊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乙 4A5A0903 陳○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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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乙 4A5A0904 宋○諭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甲 4A5B0901 吳○珈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甲 4A5B0902 董○萱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甲 4A5B0903 周○芳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5B0904 丁○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5B0905 陳○梅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甲 4A5C0901 黃○嘉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甲 4A5C0902 陳○雯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甲 4A5C0903 林○庭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5C0904 陳○君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5C0905 林○涵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5C0906 蔡○汶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5C0907 蘇○龍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5C0908 黃○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5D0901 陳○霖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5D0902 陳○宏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5D0903 鄭○妤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5D0904 楊○評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乙 4A5D0905 黃○耕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乙 4A5D0906 羅○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乙 4A5D0907 陳○虹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乙 4A5D0908 郭○筑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5G0901 周○閔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5G0902 薛○峰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5G0903 章○葳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5G0904 劉○毅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5G0905 陳○宇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5G0906 邱○瑋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5G0907 黃○蓁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5G0908 劉○佑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5G0909 謝○安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三甲 4A4G0914 李○璋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三乙 4A4G0915 楊○敏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二甲 4A5H0901 吳○姍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二甲 4A5H0902 黃○翔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二乙 4A5H0903 謝○如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二乙 4A5H0904 吳○瑋

生物科技系 四技生技二乙 4A5H0905 陳○琳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5I0901 楊○然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5I0902 蔡○涵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5I0903 林○萱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5I0904 陳○均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5I0905 葉○妤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三甲 4A4I0907 陳○綺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二甲 4A5L0901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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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二乙 4A5L0902 吳○潔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二乙 4A5L0903 陳○廷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三乙 4A4L0906 林○銘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甲 4A4M0911 何○豪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甲 4A4M0912 周○竹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甲 4A4M0913 楊○儒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甲 4A4M0914 方○中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甲 4A4M0915 黃○容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甲 4A4M0916 林○晴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甲 4A4M0917 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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