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進修部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正取生）

系所全稱 准考證號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20006 夜四技自控二甲 9A912901 林○昌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20002 夜四技自控二甲 9A912902 秦○力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20004 夜四技自控二甲 9A912903 吳○謙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20005 夜四技自控二甲 9A912904 黃○郝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40001 夜四技自控三乙 9A812902 顏○智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A40005 夜四技自控三乙 9A812903 黃○堂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20001 夜四技車輛二乙 9A915901 李○頷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20003 夜四技車輛二乙 9A915902 郭○源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20007 夜四技車輛二乙 9A915903 李○勳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40002 夜四技車輛三丙 9A815901 陳○隆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40004 夜四技車輛三丙 9A815902 徐○
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 A40003 夜四技車輛三丙 9A815903 葉○宸
高齡福祉服務系 J20001 夜四技高福二甲 9A91J901 林○錡
高齡福祉服務系 J20002 夜四技高福二甲 9A91J902 陳○諾
高齡福祉服務系 J40001 夜四技高福三甲 9A81J901 葉○辰
電機工程系 B20004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1 鄭○丞
電機工程系 B20005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2 陳○仲
電機工程系 B20001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3 蔡○辰
電機工程系 B20008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4 陳○元
電機工程系 B20010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5 陳○曄
電機工程系 B20002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6 薛○辰
電機工程系 B20009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7 張○平
電機工程系 B20007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8 陳○諄
電機工程系 B20006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09 林○澄
電機工程系 B20003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10 翁○和
電機工程系 B40002 夜四技電機三乙 9A820901 郭○邑
電機工程系 B40007 夜四技電機三乙 9A820902 黃○嘉
電機工程系 B40006 夜四技電機三乙 9A820903 吳○兆
電機工程系 B40005 夜四技電機三乙 9A820904 林○全
電機工程系 B40004 夜四技電機三乙 9A820905 邵○彥
電機工程系 B40003 夜四技電機三乙 9A820906 薛○丞
電機工程系 B40001 夜四技電機三乙 9A820907 劉○嘉
企業管理系 D20032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1 蔡○似
企業管理系 D20006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2 徐○玟
企業管理系 D20009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3 許○謙
企業管理系 D20004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4 王○瑄
企業管理系 D20008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5 洪○涵
企業管理系 D20012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6 王○詰
企業管理系 D20026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7 林○昇
企業管理系 D20031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8 許○傑
企業管理系 D40001 夜四技企管三甲 9A870905 游○安
企業管理系 D40020 夜四技企管三甲 9A870906 包○任
企業管理系 D40013 夜四技企管三甲 9A870907 許○彌
資訊管理系 D20023 夜四技資管二甲 9A990901 黃○瑄
資訊管理系 D20030 夜四技資管二甲 9A990902 陳○睿
資訊管理系 D20011 夜四技資管二甲 9A990903 徐○程
資訊管理系 D20016 夜四技資管二甲 9A990904 邱○瑜
資訊管理系 D40003 夜四技資管三甲 9A890915 伍○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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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 D40017 夜四技資管三甲 9A890916 蔡○興
資訊管理系 D40006 夜四技資管三甲 9A890917 朱○恩
休閒事業管理系 D20014 夜四技休閒二甲 9A9B0901 陳○勛
休閒事業管理系 D20002 夜四技休閒二甲 9A9B0902 王○榮
休閒事業管理系 D20027 夜四技休閒二甲 9A9B0903 洪○嘉
休閒事業管理系 D20029 夜四技休閒二甲 9A9B0904 蔡○玉
休閒事業管理系 D40015 夜四技休閒三甲 9A8B0907 戴○霖
休閒事業管理系 D40008 夜四技休閒三甲 9A8B0908 陳○妤
休閒事業管理系 D40011 夜四技休閒三甲 9A8B0909 林○莉
休閒事業管理系 D40018 夜四技休閒三甲 9A8B0910 張○文
休閒事業管理系 D40010 夜四技休閒三乙 9A8B0911 王○禾
休閒事業管理系 D40012 夜四技休閒三乙 9A8B0912 程○騏
休閒事業管理系 D40004 夜四技休閒三乙 9A8B0913 黃○野
應用英語系 G20007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1 徐○廷
應用英語系 G20001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2 李○欣
應用英語系 G20005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3 徐○廷
應用英語系 G20003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4 謝○鑫
應用英語系 G20006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5 王○丞
應用英語系 G20002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6 陳○語
應用英語系 G20004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7 楊○瑄
應用英語系 G40001 夜四技英語三甲 9A8C0905 謝○芳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01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1 郭○亘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13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2 方○翔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21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3 黃○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25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4 陳○琪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28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5 李○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05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6 許○州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03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7 吳○妤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22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8 賴○潔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20007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09 郭○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40007 夜四技行流三甲 9A8D0908 陳○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40014 夜四技行流三甲 9A8D0909 陳○廷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40005 夜四技行流三甲 9A8D0910 林○伃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40002 夜四技行流三甲 9A8D0911 陳○諠
應用日語系 H20001 夜四技日語二甲 9A9E0901 林○翔
應用日語系 H40001 夜四技日語三甲 9A8E0904 翁○玲
應用日語系 H40002 夜四技日語三甲 9A8E0905 詹○芳
應用日語系 H40005 夜四技日語三乙 9A8E0906 戴○丞
應用日語系 H40003 夜四技日語三乙 9A8E0907 林○伶
應用日語系 H40004 夜四技日語三乙 9A8E0908 李○德
應用日語系 H40006 夜四技日語三乙 9A8E0909 何○展
資訊傳播系 E20020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1 魏○庭
資訊傳播系 E20011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2 陳○
資訊傳播系 E20003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3 黃○璁
資訊傳播系 E20004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4 林○潔
資訊傳播系 E20018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5 趙○
視覺傳達設計系 E20019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1 林○妤
視覺傳達設計系 E20007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2 左○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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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系 E20005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3 張○菡
視覺傳達設計系 E20009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4 姚○升
視覺傳達設計系 E20013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5 黃○珉
視覺傳達設計系 E20008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6 侯○勝
視覺傳達設計系 E40006 夜四技視傳三甲 9A8J0909 陳○妤
視覺傳達設計系 E40007 夜四技視傳三甲 9A8J0910 彭○琳
視覺傳達設計系 E40005 夜四技視傳三甲 9A8J0911 鄭○瑩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10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1 鄭○軒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17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2 蘇○維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12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3 劉○辰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06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4 楊○源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02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5 許○顥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16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6 吳○廷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15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7 宋○仁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01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8 張○瑜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14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09 黃○萱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20021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10 陳○祥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40003 夜四技多樂三甲 9A8K0902 陳○諴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40001 夜四技多樂三甲 9A8K0903 吳○廷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40002 夜四技多樂三甲 9A8K0904 趙○宇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E40004 夜四技多樂三甲 9A8K0905 楊○宇
餐旅管理系 D20017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1 陳○廷
餐旅管理系 D20010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2 黃○瑜
餐旅管理系 D20024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3 蔡○佑
餐旅管理系 D20020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4 吳○誠
餐旅管理系 D20018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5 李○誠
餐旅管理系 D20015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6 黃○傑
餐旅管理系 D40019 夜四技餐旅三丙 9A8M0902 吳○隆
餐旅管理系 D40009 夜四技餐旅三丙 9A8M0903 陳○謙
餐旅管理系 D40016 夜四技餐旅三丙 9A8M0904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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