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下學期

 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正取生)

系組全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機工程系 五專電機一甲 5A720901 魏O毅

電機工程系 五專電機一甲 5A720902 蔡O宏

電機工程系 五專電機一甲 5A720903 張O竑

資訊工程系 五專資工一甲 5A7G0901 劉O豪

資訊工程系 五專資工一甲 5A7G0902 許O和

企業管理系 二技企管三甲 1A770901 李O靜

企業管理系 二技企管三甲 1A770902 洪O緹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技休閒三甲 1A7B0901 蔡O芹

幼兒保育系 二技幼保三甲 1A7I0901 李O蒨

幼兒保育系 二技幼保三甲 1A7I0902 陳O築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612910 張OO倫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614907 林O緯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615918 施O宏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三乙 4A515915 曾O就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61C910 嚴O雯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61C911 田O呈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61C912 鍾O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甲 4A51C918 陳O瑄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62C904 謝O丞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乙 4A62C905 林O賢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二甲 4A637903 陳O晉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640910 張O文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640911 曾O月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乙 4A640912 許O于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660915 朱O潔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660917 鄒O琦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660913 黃O琇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660914 謝O恩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660916 王O琪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660918 胡O維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670912 陳O雲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670914 蔡O州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670913 謝O婷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670915 吳O琴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甲 4A570921 宋O喬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680912 王O瀅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680914 李O毅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丙 4A680913 董O綾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690910 吳O修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690909 林O任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丙 4A590920 郭O韻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乙 4A6A0912 陳O彬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乙 4A6A0913 蔡O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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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甲 4A6B0913 陳O漪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6B0914 陳O翰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三甲 4A5B0913 黃O均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6C0925 李O蒨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三乙 4A5C0917 楊O霓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三乙 4A5C0918 馬O宜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6D0909 何O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6D0911 魏O竹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6D0913 陳O宏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乙 4A6D0910 葉O沂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乙 4A6D0912 游O宇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甲 4A6E0923 練O侑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甲 4A6E0924 蘇O智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乙 4A6E0925 薛O汶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甲 4A6F0908 曹O宥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甲 4A6F0910 姜O琳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乙 4A6F0909 李O晟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乙 4A6F0911 江O浩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6G0917 陳O宇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6G0918 黃O睿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6G0919 陳O宏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三乙 4A5G0913 王O平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三甲 4A5J3901 陳O丹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6J5910 黃O珍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6J5911 陳O璇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6J5912 趙O溱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6J5913 戴O慧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6M0905 李O真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6M0906 周O熲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6M0907 劉O豪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6M0908 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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