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2日間部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正取生）

系所全稱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工程科 五專資工一甲 5A9G0901 林○宇

資訊工程科 五專資工一甲 5A9G0902 楊○涵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技休閒三甲 1A9B0901 林○慈

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技休閒三甲 1A9B0902 莊○玲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815908 李○澄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四技車輛二乙 4A815909 翁○硯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81C911 沈○琳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甲 4A81C912 陳○笠

創新產品設計系 四技產設二乙 4A81C913 黃○珊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81D908 余○鵬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81D909 李○葳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81D910 劉○叡

流行音樂產業系 四流行音樂二甲 4A81D911 陳○嘉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系統組 四技醫電三甲 4A727910 侯○筑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四技控晶三甲 4A72C917 林○辰

電子工程系 四技電子二乙 4A830915 蕭○珽

電子工程系 四技電子二乙 4A830916 邱○瑄

電子工程系 四技電子二丙 4A830917 孫○

電子工程系 四技電子二丙 4A830918 陳○霖

電子工程系 四技電子二丙 4A830919 鄒○斌

電子工程系 四技電子二丙 4A830920 張○瑋

電子工程系 四技電子二丙 4A830921 王○生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甲 4A860907 吳○葶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860908 侯○亦

國際企業系 四技國企二乙 4A860909 吳○樺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870908 陳○彤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870909 黃○欣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870910 陳○帆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甲 4A870911 張○銘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870912 黃○芹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二乙 4A870913 葉○豪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甲 4A770922 黃○蓁

企業管理系 四技企管三甲 4A770923 葉○濠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880908 吳○潔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880909 陳○宏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880910 蔡○融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甲 4A880911 陳○潔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880912 陳○燕

財務金融系 四技財金二乙 4A880913 陳○慈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890903 張○瑜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890904 蔡○奇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890905 陳○權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890906 謝○霖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二乙 4A890907 陳○憲

資訊管理系 四技資管三甲 4A790910 蕭○婷

會計資訊系 四技會資二乙 4A8A0909 王○雯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8B0911 林○禎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8B0912 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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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8B0913 陳○翔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8B0914 張○誠

休閒事業管理系 四技休閒二乙 4A8B0915 謝○鵬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二乙 4A8C0916 王○羚

應用英語系 四技英語三乙 4A7C0915 丘○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四技行流二甲 4A8D0903 紀○函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乙 4A8E0906 陳○成

應用日語系 四技日語二乙 4A8E0907 盧○霖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四生技食品二甲 4A8H0904 林○雋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8I0909 陳○旻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8I0910 陳○歆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8I0911 丁○菱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8I0912 唐○娟

幼兒保育系 四技幼保二乙 4A8I0913 陳○修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二甲 4A8J3905 蔡○萱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二甲 4A8J3906 陳○諴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二甲 4A8J3907 黃○倩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四技動畫二甲 4A8J3908 林○芊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8J5905 劉○譽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二甲 4A8J5906 楊○嫣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四技創設三甲 4A7J5913 張○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四技多樂二甲 4A8K0904 官○崴

光電工程系 四技光電二乙 4A8L0907 吳○邑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8M0909 黃○錡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甲 4A8M0910 柳○宇

餐旅管理系 四技餐旅二乙 4A8M0911 張○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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