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單招學系】錄取名單 

 

主  旨：公告本校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單招學系】錄取名單及辦理報到註冊

事項。 

 

依  據：本校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簡章辦理。 

 

公告事項：一、本校109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單招學系】錄取名單，業經招生委員

會審議通過，計錄取正取生184名、備取生216名，退伍軍人外加名額正取生

1名，名單公告如榜單。 

二、凡經錄取二年級、三年級單招學系之正取生，務須於109年8月4日(星期二)上

午10時至12時、下午1時至3時止，攜帶學歷證件正本 (修業證明書、轉學證

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國民身分證、報到註冊程序單、學雜費繳費單收據及錄

取暨報到註冊通知單等，親自到本校育樂館辦理驗證及報到註冊手續，並

繳交學歷證件影本、原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各乙份。 

三、正取生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註冊者，取消錄取資格，其缺額依序由備取

生遞補，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四、報到註冊時，若尚未取得學歷證件者，請先填具「切結書」，並於規定期間內

補繳即可；凡逾期未報到註冊或未補繳學歷證件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考生不得異議。 

五、持境外學歷之錄取生應於報到註冊時，依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

規定繳交下列文件: 

 (1)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正本。 

 (2)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正本(應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訖期間)，

但報考人如係為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本項資料。 

六、錄取考生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取消其錄取資格。 

七、俟正取生報到後若有缺額時，將依成績名次順序，以書面及E-mail（或電

話）方式通知遞補，遞補錄取名單將於109年8月5日（星期三）下午3時上網

公告，8月12日(星期三)辦理第一次備取生遞補報到註冊。 

八、以上正、備取生均於7月24日(星期五)寄送通知，5日內未接獲通知者，請向

本校招生行政組查詢﹙洽詢電話：04-24517250轉2181-7分機﹚。 



會計學系二年級CB011200
正取生10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周○榮251055正1

謝○恆251033正2

廖○淳251042正3

廖○豪251011正4

游○恩251071正5

林○丞251058正6

江○欣251068正7

湯○蒔251073正8

黃○倢251076正8

丘○如251039正10

備取生36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何○鴻251100備1

江○樺251079備2

陳○芸251063備3

廖○彥251024備4

吳○翰251029備5

彭○瑄251034備6

廖○堯251008備7

鄭○璟251014備8

李○澤251053備9

張○萱251026備10

楊○豪251021備11

詹○蘭251043備12

鄭○紋251048備13

翁○馨251080備14

林○萱251085備15

蕭○辰251099備16

黃○嘉251032備17

洪○文251045備18

張○瀚251007備19

游○伊251041備20

張○○瑨251036備21

傅○軒251023備22

吳○潞251009備23

王○紅251030備24

廖○翎251054備25

林○田251090備26

黃○詠251002備27

黃○娟251012備28

莊○淨251027備29

黃○豪251057備30

曾○雯251025備31

林○佳251082備32

李○綺251081備33

劉○軒251044備34



會計學系二年級CB011200
備取生36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楊○瑀251072備35

張○茵251095備36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CS041200
正取生10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李○丞252038正1

蔡○佑252010正2

顏○羚252025正3

黃○涵252016正4

孫○敏252028正4

陳○謙252030正4

林○榆252031正7

楊○霓252027正8

林○汝252034正8

邱○緯252035正8

備取生1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花○婕252022備1

唐○雯252008備2

林○嫻252003備3

陳○安252040備4

李○儀252005備5

邱○慧252011備6

陳○薇252021備7

羅○斌252007備8

簡○槇252026備8

陳○柔252039備8

黃○晏252017備11

李○祐252032備12

黃○涵252012備13

張○妍252020備13

黃○嘉252004備15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CH061200
正取生9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方○愉253065正1

王○之253083正2

謝○軒253089正3

霍○蕎253077正4

陳○湞253099正5

楊○婕253027正6

王○雯253085正7

李○瑩253104正8

程○瑜253074正9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CH061200
備取生62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陳○儇253037備1

黃○閎253114備2

林○閔253028備3

廖○毅253031備4

蕭○晴253062備5

羅○雯253023備6

林○孜253020備7

陳○綸253070備8

劉○剛253091備8

張○翔253078備10

許○翔253030備11

陳○伉253033備12

盧○君253048備13

陳○慈253082備14

王○宸253046備15

張○庭253113備16

陳○伊253095備17

翁○惠253079備18

郭○頎253056備19

蔡○玲253101備20

陳○萱253108備21

李○凌253021備22

賴○嫻253006備23

洪○榮253068備24

廖○君253034備25

黃○霖253026備26

㚬廖○253066備26

吳○郡253092備28

陳○蓮253010備29

曾○庭253063備30

楊○喬253040備31

溫○涵253055備32

陳○儀253072備33

葉○茵253087備34

詹○瑩253014備35

賴○昇253038備36

蘇○誠253093備37

王○253102備37

林○頤253106備39

陳○萱253081備40

李○柔253035備41

黃○雲253045備42

徐○瑩253024備43

卓○盈253011備44

陳○均253039備45

張○岦253086備46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CH061200
備取生62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廖○琦253115備47

施○聆253013備48

施○竹253050備49

蔡○瑄253097備50

林○柔253012備51

林○瑋253043備52

田○瑾253004備53

葉○妤253008備54

張○典253075備55

張○熏253047備56

謝○恩253049備57

王○謙253071備58

江○竹253042備59

蕭○亮253003備60

鄭○銓253044備61

劉○恩253111備62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二年級AS011200
正取生10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吳○蓉254034正1

陳○濤254007正2

陳○限254040正3

巫○和254009正4

歐○函254032正5

張○堪254054正6

劉○君254015正7

傅○楷254024正8

吳○茵254010正9

周○恩254020正10

備取生16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藍○瑄254016備1

呂○曉254047備1

陳○晴254058備3

陳○254008備4

江○思254039備4

陳○展254025備6

邱○婷254050備7

蔡○呈254018備8

黃○瑋254053備9

邱○誠254057備10

陳○254022備11

黃○揚254051備12

曾○品254014備13

邱○淩254031備14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二年級AS011200
備取生16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顏○宇254023備15

陳○靜254046備15

退伍軍人外加名額正取生1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邱○安254030正1

行銷學系二年級CB261200
正取生6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黃○婷255001正1

洪○愉255090正2

陳○宇255143正3

歐○豪255104正4

劉○達255094正5

魏○勝255140正6

備取生1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郭○臻255074備1

李○萱255042備2

賴○倫255022備3

陳○玫255033備4

林○蓁255034備5

劉○忻255092備6

蘇○文255013備7

張○惠255010備8

陳○妤255136備9

張○瑜255040備10

葛○均255004備11

楊○慧255026備12

陳○綾255098備13

曾○宣255097備14

王○亭255148備15

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級CE071200
正取生12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林○翰256023正1

張○翔256065正2

王○瑜256138正3

楊○捷256011正4

黃○鈞256066正5

吳○璋256051正6

高○婷256156正7

許○菘256109正8

石○志256179正8

張○毅256010正10



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級CE071200
正取生12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潘○瑋256009正11

江○曄256098正12

備取生41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朱○忠256024備1

裴○軒256131備2

張○筑256195備2

李○軒256161備4

邱○峻256038備5

張○雅256075備6

黃○慶256021備7

張○榕256081備8

洪○哲256141備9

張○銓256020備10

連○陞256028備11

張○宇256101備12

吳○呈256017備13

陳○盈256129備14

劉○愷256016備15

鄭○儒256201備16

陳○瑋256067備17

周○賢256110備17

曾○暘256006備19

姜○佐256114備20

李○叡256115備21

梁○瀚256013備22

吳○萱256165備23

陳○維256135備24

蘇○維256008備25

郭○佑256039備26

洪○晴256057備27

陳○信256019備28

林○杰256052備29

蕭○云256003備30

劉○256072備31

曾○奕256041備32

黃○彥256142備33

林○妘256171備34

林○緯256172備35

陳○潔256001備36

謝○廷256029備37

李○廷256133備38

林○霆256056備39

王○256015備40

李○渝256111備41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學與創新雙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NM021200
正取生3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黃○頤257003正1

蔡○坤257002正2

陳○恩257005正3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商學大數據分析雙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NM041200
正取生1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黃○頤258001正1

商學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CB355200
正取生4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張○萱259009正1

莊○茹259006正2

陳○欣259016正2

黃○威259045正4

呂○萱259037正5

黃○霈259023正6

蔡○晏259051正7

賴○竹259017正8

陳○涵259021正9

賴○綸259028正10

曾○聿259010正11

劉○渝259027正12

謝○育259030正13

黃○笙259005正14

鄒○羚259047正15

陳○蓮259003正16

賴○詳259036正17

黃○翔259024正18

巫○唐259052正19

黃○溦259057正20

楊○鈞259046正21

徐○晏259018正22

劉○菱259025正23

陳○259022正24

陳○慶259049正25

郭○儀259032正26

洪○舜259029正27

吳○慈259007正28

郭○鈞259050正29

李○庭259038正30

江○瑋259041正31

林○瀚259035正32

周○嫻259002正33

賴○慶259043正34



商學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CB355200
正取生4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雷○真259042正35

㚬廖○259019正36

廖○辰259014正37

陳○曜259048正38

鐘○翔259020正39

陳○呈259031正40

陳○泯259012正41

蔡○翰259013正42

許○綾259053正43

葉○彤259004正44

黃○珅259015正45

備取生6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陳○崴259033備1

陳○暄259008備2

劉○吉259026備3

李○臻259001備4

何○洋259011備5

高○鈞259056備6

土木工程學系營建工程與管理學士班二年級CD065200
正取生10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賴○260006正1

許○駿260002正2

黃○超260014正3

施○萍260004正4

黃○裕260009正5

邱○萱260017正6

林○洳260016正7

周○嫻260003正8

蔡○丞260007正9

羅○揚260005正10

備取生9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黃○霈260012備1

孫○宏260015備2

張○群260019備3

謝○翰260010備4

葉○偉260018備5

賴○承260011備6

廖○維260001備7

謝○翰260013備8

洪○佑260008備9



室內設計學士班二年級CD015200
正取生29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許○銘261022正1

賴○友261006正2

林○好261015正3

陳○樺261012正4

盧○萱261014正5

葉○浩261030正6

江○珊261008正7

邱○萱261027正8

藍○瑄261011正9

楊○凱261010正10

林○群261001正11

游○徽261016正12

楊○鈞261023正13

陳○君261026正14

陳○蓉261025正15

林○汝261019正16

邱○勳261005正17

黃○聖261021正18

陳○欣261018正19

賴○謙261024正20

周○嫻261002正21

李○翰261003正22

吳○翰261028正23

劉○恩261029正24

謝○叡261009正25

連○為261013正26

張○瑋261020正26

洪○佑261007正28

陳○呈261017正29

建築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CE031300
正取生8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林○安371012正1

林○洋371011正2

郭○維371015正3

鄭○蓁371005正4

林○佑371022正5

李○宏371007正6

洪○恒371003正7

林○育371002正8

備取生11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賴○融371021備1

黃○塍371019備2

陳○廷371013備3



建築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CE031300
備取生11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黃○崴371006備4

尤○傑371001備5

吳○霖371020備5

何○翔371016備7

陳○睿371008備8

李○翰371018備9

禹○靖371017備10

黃○翎371014備11

外國語文學系三年級CH061300
正取生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陳○臻372002正1

許○媛372009正2

王○育372007正3

黃○蓉372004正4

陳○安372005正5

備取生4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黃○閔372003備1

張○芹372006備2

李○勳372008備3

葉○羽372010備4

中國文學系三年級CS041300
正取生4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王○瑜373004正1

周○原373002正2

陳○華373003正3

曾○汝373005正4

備取生1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徐○淵373001備1

商學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CB355300
正取生1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黃○鈞374001正1

黃○涿374007正2

曾○聿374004正3

蔡○綾374011正4

賴○綸374006正5

莊○安374010正6

詹○晴374016正7

蔡○宜374015正8



商學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CB355300
正取生1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童○茜374013正9

林○馨374014正10

陳○汝374009正11

戴○慈374012正12

劉○吉374005正13

黃○璋374002正14

邱○翗374008正15

土木工程學系營建工程與管理學士班三年級CD065300
正取生2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羅○揚375001正1

呂○明375002正2

室內設計學士班三年級CD015300
正取生5名

姓名正備取 應考證

賴○友376002正1

莊○安376001正2

陳○鈺376004正3

張○芸376003正4

董○榮376005正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