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教務處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9 日 
教林字第 1110000276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11 學年度大學部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核准轉系名單。 
說 明： 
  一、依本校學生轉系規定第 7 點：「……，尚在休學期間者，不得轉系。」，故凡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學者，轉系無效。 
  二、轉系名單分別公布如后： 
 
  1、        資圖系（日）        （貳年級） 
            錄取   2 名 
楊Ｏ霆        葉Ｏ林                                                                 
410206014     410850142                                                              
資圖二Ａ      資圖二Ｂ                                                               
 
  2、        資圖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伍Ｏ莉                                                                               
408660743                                                                            
資圖三Ｂ                                                                             
 
  3、        中文系（日）        （貳年級） 
            錄取   4 名 
水Ｏ菱        許Ｏ雯        郭Ｏ雪        陳Ｏ慧                                     
410000607     410130446     409600672     409570354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Ｂ      中文二Ａ      中文二Ａ                                   
 
  4、        中文系（日）        （參年級） 
            錄取   2 名 
王Ｏ商        張Ｏ語                                                                 
408115060     409101697                                                              
中文三Ｂ      中文三Ａ                                                               
 
  5、        歷史系（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陳Ｏ杰                                                                               
410106438                                                                            
歷史二Ａ                                                                             
 



  6、        歷史系（日）        （參年級） 
            錄取   2 名 
李Ｏ穎        張Ｏ洋                                                                 
408210101     409380994                                                              
歷史三Ｂ      歷史三Ａ                                                               
 
  7、        資傳系（日）        （貳年級） 
            錄取   4 名 
葉Ｏ柔        林Ｏ廷        呂Ｏ昕        楊Ｏ逸                                     
409136016     408370400     409590303     410220155                                  
資傳二Ａ      資傳二Ｂ      資傳二Ｂ      資傳二Ａ                                   
 
  8、        資傳系（日）        （參年級） 
            錄取   0 名 
                                                                                     
                                                                                     
                                                                                     
  9、        大傳系（日）        （貳年級） 
            錄取   2 名 
施Ｏ耀        楊Ｏ妤                                                                 
410620404     410730492                                                              
大傳二        大傳二                                                                 
 
  10、       大傳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陳Ｏ曦                                                                               
408436029                                                                            
大傳三                                                                               
 
  11、       教設系（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盧Ｏ安                                                                               
410000359                                                                            
教設二                                                                               
 
  12、       教科系（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許Ｏ瑄        楊Ｏ翔        鄧Ｏ睿                                                   
409210464     409220141     410860729                                                
教科二Ｂ      教科二Ｂ      教科二Ｂ                                                 



  13、       建築系（日）        （貳年級） 
            錄取   4 名 
侯Ｏ萱        白Ｏ宇        陳Ｏ維        歐陽Ｏ軒                                   
410730393     410381072     410600661     410381205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建築二                                     
 
  14、       建築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徐 Ｏ                                                                               
410037245                                                                            
建築三                                                                               
 
  15、       土木系（日）        （貳年級） 
            錄取   5 名 
謝Ｏ辰        林Ｏ弘        郭Ｏ華        黃Ｏ謙        邱Ｏ瑩                       
410480031     410480429     409840195     410376536     410200462                    
土木二Ａ      土木二Ｂ      土木二Ａ      土木二Ａ      土木二Ｂ                     
 
  16、       土木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蘇Ｏ臣                                                                               
409200507                                                                            
土木三Ｂ                                                                             
 
  17、       化材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游Ｏ利                                                                               
409620845                                                                            
化材三Ｂ                                                                             
 
  18、       ＡＩ系（日）        （貳年級） 
            錄取   0 名 
                                                                                     
                                                                                                                                                                         
 
  19、       資工系英語班（日）  （貳年級） 
            錄取   0 名 
                                                                                     
                                                                                     
                                                                                     



  20、       航太系（日）        （貳年級） 
            錄取   5 名 
林Ｏ妤        許Ｏ瑋        李Ｏ儀        陳Ｏ翊        湯Ｏ安                       
409730743     410220056     409730693     409480018     410031131                    
航太二Ｂ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Ａ      航太二Ａ                     
 
  21、       航太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劉Ｏ迪                                                                               
409190302                                                                            
航太三Ｂ                                                                             
 
  22、       水環系水資源組（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林Ｏ為        林Ｏ賢        林Ｏ博                                                   
410220254     410560139     410860075                                                
水環水資源二  水環水資源二  水環水資源二                                             
 
  23、       水環系環工組（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張Ｏ恆        陳Ｏ謙        張Ｏ晏                                                   
409840310     410190481     410000615                                                
水環系環工二  水環系環工二  水環系環工二                                             
 
  24、       法文系（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顏Ｏ葳                                                                               
410860539                                                                            
法文二Ａ                                                                             
 
  25、       德文系（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張Ｏ芊                                                                               
409860664                                                                            
德文二                                                                               
 
   
  



  26、       日文系（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郭Ｏ恩        陳Ｏ廷        楊 Ｏ                                                   
409080883     410130263     410040256                                                
日文二Ａ      日文二Ｂ      日文二Ａ                                                 
 
  27、       日文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梁Ｏ韡                                                                               
408416021                                                                            
日文三Ｂ                                                                             
 
  28、       英文系（日）        （貳年級） 
            錄取   8 名 
蔡Ｏ欣        陳Ｏ璇        李Ｏ翎        羅Ｏ斌        張Ｏ柔        陳Ｏ希         
410816051     410616188     410810203     409100657     410810377     410860505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Ｃ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Ｂ      英文二Ａ      英文二Ｂ       
 
許Ｏ捷        鄧Ｏ柔                                                                 
410810310     409860813                                                              
英文二Ａ      英文二Ｃ                                                               
 
  29、       英文系（日）        （參年級） 
            錄取   2 名 
景Ｏ馨        秦Ｏ涵                                                                 
409810040     408040607                                                              
英文三Ａ      英文三Ｃ                                                               
 
  30、       西語系（日）        （貳年級） 
            錄取   2 名 
林Ｏ芯        劉Ｏ廷                                                                 
410660293     410860463                                                              
西語二Ａ      西語二Ｂ                                                               
 
  31、       俄文系（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林Ｏ茵                                                                               
408036548                                                                            
俄文二                                                                               
 



  32、       會計系（日）        （貳年級） 
            錄取   7 名 
黃Ｏ翠        林Ｏ儀        陳Ｏ璇        陳Ｏ閔        邱Ｏ容        劉Ｏ甄         
410560451     410540149     409590576     410571185     409040796     409000733      
會計二Ｃ      會計二Ｂ      會計二Ｃ      會計二Ａ      會計二Ａ      會計二Ａ       
 
王Ｏ庶                                                                               
409001129                                                                            
會計二Ａ                                                                             
 
  33、       財金系財管英語班（日）  （貳年級） 
            錄取   8 名 
許Ｏ姍        費Ｏ多        馬Ｏ嘉        劉 Ｏ        潘Ｏ希        許Ｏ恩         
409596110     410485014     410605041     410820350     410820228     410860794      
財金英語二    財金英語二    財金英語二    財金英語二    財金英語二    財金英語二     
 
余Ｏ臻        張Ｏ華                                                                 
410820475     410130164                                                              
財金英語二    財金英語二                                                             
 
  34、       財金系（日）        （貳年級） 
            錄取   6 名 
張Ｏ杰        楊Ｏ瑀        林Ｏ安        許Ｏ綺        林Ｏ妤        潘Ｏ靜         
410646516     410570476     410550106     410010614     410000185     410110075      
財金二Ａ      財金二Ａ      財金二Ｂ      財金二Ａ      財金二Ｂ      財金二Ａ       
 
  35、       企管系（日）        （貳年級） 
            錄取   5 名 
徐Ｏ陽        黃Ｏ允        邱Ｏ紜        林Ｏ儒        許Ｏ恩                       
410606528     409810115     409590279     410640147     410860554                    
企管二Ｂ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Ａ      企管二Ｂ      企管二Ａ                     
 
  36、       產經系（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林Ｏ依        蔡Ｏ穎        張Ｏ庭                                                   
410640378     410050412     410590193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Ａ      產經二Ａ                                                 
 
 
  



  37、       國企系經貿管理組（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周Ｏ兒        黃Ｏ芳        劉Ｏ瑄                                                   
410605017     410110018     410111149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國企系經管二                                             
 
  38、       管科系（日）        （貳年級） 
            錄取   2 名 
陳Ｏ恩        張Ｏ辰                                                                 
410000169     410731011                                                              
管科二Ｂ      管科二Ａ                                                               
 
  39、       管科系（日）        （參年級） 
            錄取   3 名 
蕭Ｏ豪        鐘Ｏ婕        蔡Ｏ珈                                                   
410657083     410087109     409007332                                                
管科三Ｂ      管科三Ｂ      管科三Ａ                                                 
 
  40、       資管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黃Ｏ媗                                                                               
409380739                                                                            
資管三Ａ                                                                             
 
  41、       風保系（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劉Ｏ芹        葉Ｏ彤        蔣Ｏ辰                                                   
410000896     409820338     410860950                                                
風保二Ａ      風保二Ａ      風保二Ａ                                                 
 
  42、       風保系（日）        （參年級） 
            錄取   4 名 
陳Ｏ蓉        蔡Ｏ羽        楊Ｏ戰        林Ｏ晴                                     
409206512     408630753     408120920     409850111                                  
風保三Ａ      風保三Ａ      風保三Ｂ      風保三Ａ                                   
 
 
  



  43、       公行系（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林Ｏ億        蔡Ｏ臻        李Ｏ綸                                                   
409136511     409130035     410200090                                                
公行二Ａ      公行二Ａ      公行二Ａ                                                 
 
  44、       公行系（日）        （參年級） 
            錄取   3 名 
劉Ｏ嘉        王Ｏ宸        許Ｏ瑄                                                   
408120300     409730537     409000659                                                
公行三Ｂ      公行三Ａ      公行三Ａ                                                 
 
  45、       統計系（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謝Ｏ丞        詹Ｏ熹        葉Ｏ嘉                                                   
409860482     410040967     409860284                                                
統計二Ｃ      統計二Ｃ      統計二Ａ                                                 
 
  46、       統計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陳Ｏ熏                                                                               
410197098                                                                            
統計三Ａ                                                                             
 
  47、       運管系（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邱Ｏ霆        吳Ｏ霖        陳Ｏ銘                                                   
409110979     410200512     410000797                                                
運管二Ａ      運管二Ａ      運管二Ａ                                                 
 
  48、       運管系（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魏Ｏ槿                                                                               
409400644                                                                            
運管三Ｂ                                                                             
 
 
  



  49、       經濟系（日）        （貳年級） 
            錄取   7 名 
王Ｏ雅        林Ｏ欣        高Ｏ瑄        鄭Ｏ賢        王Ｏ歡        林Ｏ緯         
410860976     410080286     410730567     410220353     410860968     410111370      
經濟二Ａ      經濟二Ａ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Ｂ      經濟二Ｃ      經濟二Ｂ       
 

陳Ｏ宏                                                                               
410730476                                                                            
經濟二Ｂ                                                                             
 
  50、       經濟系（日）        （參年級） 
            錄取   3 名 
隋Ｏ深        王Ｏ傑        劉Ｏ瑜                                                   
408384013     410627334     409820353                                                
經濟三Ｂ      經濟三Ａ      經濟三Ｂ                                                 
 
  51、       外交系（日）        （貳年級） 
            錄取   5 名 
巫Ｏ徹        聶Ｏ可        駱Ｏ斯        奧Ｏ卡        莊Ｏ彧                       
410645013     410645021     410595523     409165015     409590402                    
外交二        外交二        外交二        外交二        外交二                       
 
  52、       政經系（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安Ｏ菈                                                                               
410595713                                                                            
政經二                                                                               
 
  53、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黃Ｏ祐        馬Ｏ鈞        黃Ｏ瑋                                                   
410370356     410510233     409590378                                                
尖端材料二    尖端材料二    尖端材料二                                               
 
  54、       化學系生化組（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張Ｏ傑        黃Ｏ鴻        周Ｏ安                                                   
409220232     410860521     410230188                                                
化學系生化二  化學系生化二  化學系生化二                                             
 
 



  55、       化學系材化組（日）    （貳年級） 
            錄取   3 名 
劉Ｏ凡        黃Ｏ容        李Ｏ翰                                                   
410160047     409731121     410230220                                                
化學系材化二  化學系材化二  化學系材化二                                             
 
  56、       數學系數學組（日）    （貳年級） 
            錄取   2 名 
余Ｏ齊        蔣Ｏ揚                                                                 
410210396     410031040                                                              
數學系數學二  數學系數學二                                                           
 
  57、       數學系數學組（日）    （參年級） 
            錄取   1 名 
廖Ｏ凱                                                                               
409650651                                                                            
數學系數學三                                                                         
 
  58、       數學系資統組（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吳Ｏ宇                                                                               
410190275                                                                            
數學系資統二                                                                         
 
  59、       物理系應物組（日）    （貳年級） 
            錄取   1 名 
胡Ｏ禎                                                                               
410560899                                                                            
物理系應物二                                                                         
 
  60、       物理系光電組（日）    （貳年級） 
            錄取   0 名 
                                                                                     
 
  61、       資工系（進學）      （參年級） 
            錄取   1 名 
楊Ｏ勝                                                                               
209100766                                                                            
資工進學班三                                                                         
 



  62、       電機系（進學）      （參年級） 
            錄取   1 名 
陳Ｏ君                                                                               
209100832                                                                            
電機進學班三                                                                         
 
  63、       財金系（進學）      （貳年級） 
            錄取   1 名 
嚴Ｏ貞                                                                               
210100698                                                                            
財金進學班二                                                                         
 
  64、       國企系（進學）      （參年級） 
            錄取   2 名 
賴Ｏ旻        黃Ｏ達                                                                 
209100642     209100824                                                              
國企系進學三  國企系進學三                                                           
 
 
 
 

教務長 林 俊 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