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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25 日 

教鄭字第 1070000150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07 學年度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核准轉系名單。 

說 明： 

  一、依學生轉系規定第 7點：「……，尚在休學期間者，不得轉系。」故凡於 106 學年度

第 2學期休學者，轉系無效。 

  二、經核准轉系者，原學生證可沿用，欲更換新系名之學生證，請於 107 學年度開學後，

攜原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學籍業務窗口(行政大樓 A212 室)付費申請換發。 

  三、轉系名單分別公布如后： 

 

  1、        資圖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劉育岑        林宜橙        林愉璇                                                   

406820232     406820042     406820422                                                

資圖二Ａ      資圖二Ｂ      資圖二Ｂ                                                 

 

  2、        中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陳裴言        林宗憲        陳湘婷        劉武漢                                     

206010182     406130343     406820190     406820224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Ｂ                                   

 

  3、        中文系（日）        （參年級） 

            錄取   6 名 

王聰慧        宿景婷        許景翔        蘇恩正        許惠欣        張允         

405096073     204010051     205010068     205010183     403360554     406037043      

中文三Ａ      中文三Ａ      中文三Ｂ      中文三Ｂ      中文三Ａ      中文三Ｂ       

 

  4、        歷史系（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5、        歷史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陳璽安                                                                               

404100652                                                                            

歷史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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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資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張維珊        林翰雨                                                                 

406680404     405410332                                                              

資傳二Ｂ      資傳二Ａ                                                               

 

  7、        大傳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梁瑞雪        鍾子靖                                                                 

405134015     406436054                                                              

大傳二        大傳二                                                                 

 

  8、        教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姚志芳        王俊彥        謝如娟        邱繼葳        徐令榆                       

404364043     406406016     406560374     406000298     206110479                    

教科二Ｂ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教科二Ａ                     

 

  9、        建築系（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劉紀煙        駱品涵        詹子薇        江旻威        劉宇        蔡文彧         

405086124     406000199     406120849     405390443     405380634     406651629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10、       建築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林炯呈                                                                               

405390526                                                                            

建築三                                                                               

 

  11、       機電系光機電整合(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陳偉健        蕭兆翔                                                                 

406356021     406210384                                                              

機電系光機二  機電系光機二                                                           

 

  12、       機電系精密機械組(日)    （貳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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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錄取   1 名 

陳沛蓉                                                                               

406480185                                                                            

機電系精密二                                                                         

 

  13、       土木系工設組（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賴彥如        侯長君        金奕伶        周子閔        吳梓帆                       

406206523     405360123     406010057     406480045     405170167                    

土木工設二Ｂ  土木工設二Ｂ  土木工設二Ａ  土木工設二Ｂ  土木工設二Ｂ                 

 

  14、       土木系工設組（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費聿文        蕭馨岑        葉冠麟                                                   

405200337     405190306     405510529                                                

土木工設三Ａ  土木工設三Ｂ  土木工設三Ｂ                                             

 

  15、       土木系營企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朱平泰                                                                               

406220375                                                                            

土木系營企二                                                                         

 

  16、       化材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陳昱翔                                                                               

406510064                                                                            

化材二Ｂ                                                                             

 

  17、       資工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1 名 

王朵含        鐘 琳        丁于晏        黃安德        陳廷豪        李庚穎         

406854017     406844018     406630045     206410085     406100593     406840289      

資工二Ｂ      資工二Ｂ      資工二Ａ      資工二Ｂ      資工二Ｂ      資工二Ａ       

 

王亞瑄        林芷萱        陳雅薇        楊子逸        姜雅庭                       

406850148     406850072     406810407     406840305     206410036                    

資工二Ｂ      資工二Ａ      資工二Ａ      資工二Ｃ      資工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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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資工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陳立欣                                                                               

404360041                                                                            

資工三Ａ                                                                             

 

  19、       航太系（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林天樂        李彥澤        沈上傑        朱恩樂        陳竑睿        張元卜         

406846013     406661206     406480110     406820240     406480177     406840156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Ａ       

 

王建翔        姚櫂賢        陳日新                                                   

206440181     406850098     405160424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Ｂ                                                 

 

  20、       航太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左允皓        尹冠霖        張文兆                                                   

406387075     406387059     405220079                                                

航太三Ａ      航太三Ａ      航太三Ａ                                                 

 

  21、       電機系電機組（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許鈞豪        張瑞彬        吳柏賢        林士捷        顏采庭                       

406234012     406480532     406370600     405360107     406210061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電機系電機二                 

 

  22、       電機系電資組（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湯易萱        李冠伯        陳亦靚        林哲言                                     

206440132     406850338     406380450     406220466                                  

電機系電資二  電機系電資二  電機系電資二  電機系電資二                               

 

  23、       水環系水資源組      （貳年級） 

            錄取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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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俊丞                                                                               

405190314                                                                            

水環水資源二                                                                         

 

  24、       水環系水資源組(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25、       水環系環工組(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黃沛靜                                                                               

406620178                                                                            

水環系環工二                                                                         

 

  26、       法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許宜儒        許育郝        陳彥汶        李淯函                                     

406130038     406820364     206117243     206647066                                  

法文二Ａ      法文二Ｂ      法文二Ｂ      法文二Ｂ                                   

 

  27、       德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郭芷晴        黃楚涵                                                                 

406080381     406810423                                                              

德文二        德文二                                                                 

 

  28、       日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范姜妮        陳詩涵        潘玟        張瑜庭                                     

206100421     406126549     206100165     406000611                                  

日文二Ｃ      日文二Ｃ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Ａ                                   

 

  29、       英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猶大和        梅 畢        鄭佳睿        黎柏麟        陳研伍        李羽茜         

406805464     406805217     406644012     406416148     406810175     206117227      

英文二Ｃ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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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筱淇        林崇霖        郭俊毅                                                   

406820109     406000702     406030774                                                

英文二Ａ      英文二Ａ      英文二Ｂ                                                 

 

  30、       英文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李 軒                                                                               

403416091                                                                            

英文三Ｃ                                                                             

 

  31、       西語系（日）        （貳年級） 

            錄取   6 名 

梅筱瑜        盧珮瑜        蕭懷若        蔡書育        高佩瑄        詹翰樵         

406080126     406560093     406090067     406000942     206110388     405810291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Ｂ      西語二Ａ       

 

  32、       俄文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陳 立        黃正豪        齊信瑜        蔡仁傑                                     

406810506     406010206     406860154     406011048                                  

俄文二        俄文二        俄文二        俄文二                                     

 

  33、       外交與國際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竇 可                                                                               

406595248                                                                            

外交與國際二                                                                         

 

  34、       會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4 名 

羅敏嘉        余芊慧        許鈞凱        徐紫恩                                     

406570878     406650175     406570241     406610880                                  

會計二Ａ      會計二Ａ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Ｂ                                   

  35、       會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王宣頻                                                                               

405620260                                                                            

會計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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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財金系（日）        （貳年級） 

            錄取   9 名 

許佳盈        王瑞杰        章之琦        施一帆        伍宣如        林佳蒨         

406544022     404364027     406104017     406134014     406560010     406560135      

財金二Ｂ      財金二Ｂ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陳品諭        謝文馨        林玟萱                                                   

206530098     406560697     405040600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Ａ      財金二Ｂ                                                 

 

  37、       財金系（日）        （參年級） 

            錄取   4 名 

潘 強        賴弈廷        吳碧純        劉如芬                                     

405124016     405651539     205530032     206538059                                  

財金三Ａ      財金三Ａ      財金三Ａ      財金三Ａ                                   

 

  38、       企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7 名 

陳英昊        周吟珊        張書萍        賴彥儒        葉芷        史芸瑄         

206610437     406860246     406820182     406090489     206610163     206610478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Ｂ      企管二Ｂ      企管二Ｂ      企管二Ｂ      企管二Ａ       

 

蔡旻潔                                                                               

406620475                                                                            

企管二Ａ                                                                             

 

  39、       產經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陳憬翰        葉紀廷        傅筱甯        張孝駿        江紫熏                       

406350032     406800374     406827039     406630474     406860386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Ｂ                     

 

  40、       產經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楊駿勝        陳芝孟        白士玫                                                   

405824011     405030932     205107724                                                

產經三Ａ      產經三Ａ      產經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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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袁怡雯        薛仲                                                                 

406664010     206550096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42、       國企系經貿管理組(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43、       管科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鐘                                                                                

406860055                                                                            

管科二Ａ                                                                             

 

  44、       管科系（日）        （參年級） 

            錄取   4 名 

陳以希        簡君如        黎至峰        許宸軒                                     

204550585     405840405     405630988     405167023                                  

管科三Ｂ      管科三Ｂ      管科三Ｂ      管科三Ｂ                                   

 

  45、       保險系（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46、       保險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蔡傑宸                                                                               

206537051                                                                            

保險三Ａ                                                                             

 

  47、       資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5 名 

黃乙婷        張家瑋        趙家欣        姜柏丞        萬恩顯                       

406840354     406840149     406840420     406620046     405620229                    

資管二Ｂ      資管二Ｂ      資管二Ｃ      資管二Ａ      資管二Ａ                     

 

  48、       資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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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公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陳子瑀        黃御烜        陳冠綸                                                   

406010552     406820174     406820034                                                

公行二Ａ      公行二Ａ      公行二Ａ                                                 

 

  50、       公行系（日）        （參年級） 

            錄取   3 名 

邱家妤        曾建豪        許育端                                                   

206647033     206647140     205640245                                                

公行三Ａ      公行三Ｂ      公行三Ｂ                                                 

 

  51、       統計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余定潔                                                                               

406001064                                                                            

統計二Ａ                                                                             

 

  52、       運管系（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陳孟賢        鄧豐偉        祥閔                                                   

406650142     406860881     406130178                                                

運管二Ｂ      運管二Ｂ      運管二Ａ                                                 

 

  53、       運管系（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許嘉姿                                                                               

405596197                                                                            

運管三Ａ                                                                             

 

  54、       全財管學程（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美 月          涂笛葳                                                                 

406825132     406615103                                                              

全財管學程二  全財管學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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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經濟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0 名 

于清睿        洪岳寅        林柏樺        周莞芯        蔡欣樺        王俊文         

406864024     406370253     405410472     406840297     406840453     406030279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Ａ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Ｃ       

 

簡維廷        陳思彤        黃 唯        鄭愛玲                                     

406820315     206610296     406860659     206117524                                  

經濟二Ａ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Ｂ                                   

 

  56、       經濟系（日）        （參年級） 

            錄取   2 名 

文家仁        陳柔安                                                                 

205110587     405860767                                                              

經濟三Ａ      經濟三Ａ                                                               

 

  57、       語言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王瑋庭                                                                               

206110073                                                                            

語言二                                                                               

 

  58、       政經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張宏緯                                                                               

406860337                                                                            

政經二                                                                               

 

  59、       資創系軟工組（日）    （貳年級） 

            錄取   0 名 

 

  60、       觀光系（日）        （貳年級） 

            錄取   1 名 

陳信樺                                                                               

406840180                                                                            

觀光二Ｂ                                                                             

 

  61、       尖端材料科學學程（日）    （貳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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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錄取   1 名 

王廷軒                                                                               

406210236                                                                            

尖端材料二                                                                           

 

  62、       化學系生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康佑恩        游崴涵        周長霖                                                   

406190461     406220250     406220201                                                

化學系生化二  化學系生化二  化學系生化二                                             

 

  63、       化學系材化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王 譯        楊佳峻        鐘怡婷                                                   

406416536     406210285     406210020                                                

化學系材化二  化學系材化二  化學系材化二                                             

 

  64、       數學系資統組（日）    （貳年級） 

            錄取   2 名 

呂佳怡        蔡羽涵                                                                 

405350280     406190057                                                              

數學系資統二  數學系資統二                                                           

 

  65、       數學系資統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秦嘉亨                                                                               

405190256                                                                            

數學系資統三                                                                         

 

  66、       物理系應物組（日）    （貳年級） 

            錄取   3 名 

飛力普        吳庭輝        蔡松諺                                                   

406595115     405360172     406230168                                                

物理系應物二  物理系應物二  物理系應物二                                             

 

  67、       物理系光電組（日）    （參年級） 

            錄取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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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婕筠                                                                               

405850131                                                                            

物理系光電三                                                                         

 

  68、       財金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林君                                                                               

405567040                                                                            

財金進學班三                                                                         

 

  69、       企管系（進學）      （貳年級） 

            錄取   0 名 

 

  70、       國企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0 名 

 

  71、       公行系（進學）      （參年級） 

            錄取   1 名 

簡嘉儀                                                                               

206117433                                                                            

公行進學班三                                                                         

 

 

 

教務長     鄭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