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上學期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

系組全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機工程科 五專電機二甲 5A720904 蔡O庭

資訊工程科 五專資工二甲 5A7G0903 鄭O曜

資訊工程科 五專資工二甲 5A7G0904 黃O葳

資訊工程科 五專資工二甲 5A7G0905 梁O

資訊工程科 五專資工二甲 5A7G0906 翁O堯

資訊工程科 五專資工二甲 5A7G0907 杜O臣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甲 4A712902 吳O穎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甲 4A712904 鄧O瑜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甲 4A712906 張O欣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甲 4A712908 陳O得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712901 陳O廷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712903 田O達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712905 許O謙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四技自控二乙 4A712907 吳O育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714903 黃O玄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甲 4A714905 林O宇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714901 周O誼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714902 張O安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714904 梁O翔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四技奈米二乙 4A714906 顏O濬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715901 劉O志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715903 江O謙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715905 黃O顗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715907 徐O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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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甲 4A715909 馮O豪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715902 蔡O霖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715904 葉O宸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715906 詹O翔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715908 周O翰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715910 蔣O謙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三甲 4A615919 林O皓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71C901 戴O安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71C902 陳O媛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乙 4A61C913 張O昀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三乙 4A61C914 張O元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71D903 陳O瑜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71D905 高O豐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71D907 陳O翔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71D909 羅O淮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71D911 陳O萱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71D901 王O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71D902 蔡O恩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71D904 謝O柔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71D906 黃O懿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71D908 沈O軒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乙 4A71D910 黃O靜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三甲 4A61D904 林O廷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二甲 4A71E901 盧O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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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二甲 4A71E902 曾O圓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四高齡服務二甲 4A71E903 陳O涵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727901 蔡O恩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727902 陳O安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727903 張O銓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727904 鍾O宏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727905 吳O瑋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727906 胡O騰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二甲 4A727907 侯O筑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三甲 4A627902 蘇O亮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三甲 4A627903 羅O廷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728901 呂O倫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728902 李O誠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728903 鍾O劭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728904 吳O喬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728905 黃O益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二甲 4A728906 黃O程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四技電資三甲 4A628907 紀O勛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72C901 簡O慶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72C903 黃O豪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72C905 錢O舜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72C907 方O廷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甲 4A72C909 陳O宇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乙 4A72C902 范O豊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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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乙 4A72C904 胡O甯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乙 4A72C906 侯O哲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乙 4A72C908 翁O茜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二乙 4A72C910 謝O羲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三甲 4A62C906 胡O誌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740901 邱O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740902 張O諺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740903 吳O昇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甲 4A740904 何O章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二乙 4A740905 許O澤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化材三甲 4A640913 蔡O頴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752901 凃O澤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752902 黃O馨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752903 侯O姍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752904 張O睿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甲 4A752905 凃O仁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四技工管二乙 4A752906 林O芯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755902 黃O暘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755904 陳O元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甲 4A755906 顏O翔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乙 4A755901 陳O漳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乙 4A755903 吳O蓁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二乙 4A755905 林O綺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四技電商三甲 4A655905 黃O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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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760903 蔡O諠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760905 林O妤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760901 莊O文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760902 卓O雁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760904 王O怡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三乙 4A660919 林O勇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770901 黃O綾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770903 蔡O悅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770905 楊O如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770907 黃O溢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770902 張O宜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770904 黃O峰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770906 馬O鎰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乙 4A670916 柯O旻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780903 曾O涵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780906 邱O瑜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780901 黃O諼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780904 馬O真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780907 林O璿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丙 4A780902 周O柔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丙 4A780905 謝O瑄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丙 4A780908 張O華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三乙 4A680915 陳O輝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三乙 4A680917 陳O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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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三丙 4A680916 林O莫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三丙 4A680918 黃O真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790901 陳O任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790902 曾O萍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丙 4A790903 黃O翰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甲 4A690913 黃O晴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乙 4A690914 李O萱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丙 4A690911 林O茹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丙 4A690912 張O云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丙 4A690915 徐O宏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7A0901 鄭O雯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7A0902 陳O彥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7A0903 黃O綾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7A0904 宋O軒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7A0905 黃O羚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甲 4A7A0907 柳O慈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乙 4A7A0906 張O覺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乙 4A7A0908 李O鳳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甲 4A7B0902 倪O杰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甲 4A7B0904 林O泓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7B0901 張O珊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7B0903 穆O亭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7B0905 蔡O萱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三甲 4A6B0915 王O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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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三甲 4A6B0916 林O如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三甲 4A6B0917 李O琪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7C0901 黃O麒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7C0902 廖O均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7C0903 李O賢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7C0904 王O涵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7C0905 劉O伶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三乙 4A6C0926 陳O辰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三乙 4A6C0927 陳O儀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三乙 4A6C0928 葉O旻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三乙 4A6C0929 莊O沅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三乙 4A6D0914 蕭O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三乙 4A6D0915 林O超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甲 4A7E0901 顧O瑜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甲 4A7E0902 劉O青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甲 4A7E0904 陳O晴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乙 4A7E0903 楊O儀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乙 4A7E0905 呂O儀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甲 4A7F0902 洪O妤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甲 4A7F0904 何O琳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乙 4A7F0901 張O宸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二乙 4A7F0903 粘O芹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三甲 4A6F0912 王O維

資訊傳播系 四技資傳三甲 4A6F0913 周O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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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7G0901 郭O彥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7G0902 羅O軒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7G0904 邱O豪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7G0906 李O宸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甲 4A7G0908 黃O頊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7G0903 俞O維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7G0905 方O傑

資訊工程系 四技資工二乙 4A7G0907 游O騫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四生技食品二甲 4A7H0902 林O承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四生技食品二乙 4A7H0901 鄒O樺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甲 4A7I0901 曾O綺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甲 4A7I0902 蘇O以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甲 4A7I0904 郭O鈴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7I0903 林O妍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二甲 4A7J2901 黃O珍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四技商設二甲 4A7J2902 許O湄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二甲 4A7J3901 黃O洋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7J5901 許O翔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7J5902 陳O安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三甲 4A6J5914 吳O葦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三甲 4A6J5915 邱O榕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三甲 4A6J5916 顏O佑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甲 4A7K0901 王O傑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甲 4A7K0902 楊O維

第 8 頁，共 10 頁



 108學年度上學期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

系組全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甲 4A7K0903 陳O彤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甲 4A7K0905 張O承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甲 4A7K0907 莊O婷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乙 4A7K0904 曾O華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乙 4A7K0906 陳O葶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三乙 4A6K0907 洪O芬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三乙 4A6K0908 吳O翰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三乙 4A6K0909 黃O嘉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三乙 4A6K0910 陳O澄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二甲 4A7L0901 林O廷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二甲 4A7L0902 陳O甄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7M0901 林O瑩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7M0902 陳O穎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7M0904 王O雅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7M0906 陳O婷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7M0908 王O竹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7M0910 鄭O潔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7M0903 黃O閔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7M0905 劉O瑄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7M0907 沈O渝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7M0909 吳O輝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乙 4A6M0909 黃O智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三乙 4A6M0910 黃O淳

電子工程系網路與通訊工程組 四技網通二甲 4A736901 陳O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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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組全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二甲 4A737901 李O恩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四技晶片二甲 4A737902 王O信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二甲 4A739901 王O竣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二甲 4A739902 林O霖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四技系統二甲 4A739903 鄭O甫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二甲 4A73A901 賴O泰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二甲 4A73A902 黃O茵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二甲 4A73A903 蕭O弘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微電二甲 4A73A904 包O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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