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下學期

進修部轉學生班級學號公告

學制 科系 組別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夜二技 應用英語系   夜二技英語三甲 6B0C0901 林O鍾

夜四技 機械工程系 自動化控制組  夜四技自控二甲 9A912905 陳O獻

夜四技 機械工程系 先進車輛組  夜四技車輛二甲 9A915905 鄭O淙

夜四技 機械工程系 先進車輛組  夜四技車輛三丙 9A815904 張O喆

夜四技 電機工程系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11 柯O寶

夜四技 電機工程系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12 黃O椉

夜四技 電機工程系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13 王O揚

夜四技 電機工程系   夜四技電機二甲 9A920914 楊O智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09 鄭O聖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10 鄭O善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11 吳O嫻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12 黃O棋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二甲 9A970913 蔡O諺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三甲 9A870908 沈O妤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三甲 9A870909 李O珊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三甲 9A870910 林O恩

夜四技 企業管理系   夜四技企管三甲 9A870911 林O展

夜四技 資訊管理系   夜四技資管二甲 9A990905 黃O瑄

夜四技 資訊管理系   夜四技資管二甲 9A990906 周O淞

夜四技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夜四技休閒三甲 9A8B0914 陳O堯

夜四技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夜四技休閒三乙 9A8B0915 黃O琮

夜四技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8 許O奕

夜四技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09 王O筑

夜四技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10 王O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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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四技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英語二甲 9A9C0911 卓O慧

夜四技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英語三甲 9A8C0906 林O欣

夜四技 應用英語系   夜四技英語三甲 9A8C0907 張O銓

夜四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10 楊O祺

夜四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夜四技行流二甲 9A9D0911 黃O芹

夜四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夜四技行流三甲 9A8D0912 謝O恩

夜四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夜四技行流三甲 9A8D0913 紀O函

夜四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夜四技行流三甲 9A8D0914 陳O予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二甲 9A9E0902 陳O宜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二甲 9A9E0903 翁O玲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二甲 9A9E0904 張O琦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二甲 9A9E0905 廖O辛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三甲 9A8E0910 沈O欣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三甲 9A8E0911 呂O樺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三甲 9A8E0912 林O毅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三甲 9A8E0913 魏O潔

夜四技 應用日語系   夜四技日語三甲 9A8E0914 王O翔

夜四技 資訊傳播系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6 戴O晏

夜四技 資訊傳播系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7 蔡O佑

夜四技 資訊傳播系   夜四技資傳二甲 9A9F0908 陳O杰

夜四技 資訊傳播系   夜四技資傳三甲 9A8F0912 魏O庭

夜四技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7 李O澤

夜四技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夜四技視傳二甲 9A9J0908 謝O佑

夜四技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11 林O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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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四技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12 鄭O文

夜四技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13 劉O涓

夜四技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夜四技多樂二甲 9A9K0914 詹O文

夜四技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夜四技多樂三甲 9A8K0906 蘇O恩

夜四技 餐旅管理系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7 王O慈

夜四技 餐旅管理系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8 余O瑤

夜四技 餐旅管理系   夜四技餐旅二甲 9A9M0909 方O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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