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行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生招生委員會 公告 

 
主旨：公告本會轉學生(一般生)錄取名單 

1 

(日四技)土木工程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05  陳杰  (日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日四技)工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32  吳宇修  (日四技)工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正取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20  袁偉恩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22  陳元浩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23  張婷雅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24  詹語樺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25  林宜蒨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26  戴瑋慈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27  鍾家豪  (日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34  黃曼郁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35  彭奕敏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36  李建豪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37  黃軍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38  鄭語婕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39  許韋琪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84  夏竺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85  許元凱  (日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日四技)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11  杜泓君  (日四技)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正取 

B012  湯伊雯  (日四技)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正取 

  



健行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生招生委員會 公告 

 
主旨：公告本會轉學生(一般生)錄取名單 

2 

(日四技)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18  楊智禹  (日四技)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  正取 

B019  徐士麟  (日四技)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  正取 

(日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14  簡于晴  (日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正取 

B015  張偉豪  (日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正取 

B016  蘇美華  (日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正取 

B017  劉依晴  (日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正取 

(日四技)資訊工程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06  羅應賢  (日四技)資訊工程系  正取 

B007  郭嘉揚  (日四技)資訊工程系  正取 

(日四技)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09  葉泓毅  (日四技)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  正取 

(日四技)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40  簡子晴  (日四技)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正取 

(日四技)電機工程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02  黃靖浩  (日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日四技)機械工程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03  趙伯傑  (日四技)機械工程系  正取 

B004  余偉杰  (日四技)機械工程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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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餐旅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41  藍浩文  (日四技)餐旅管理系  正取 

B042  張庭瑋  (日四技)餐旅管理系  正取 

B043  余紀緹  (日四技)餐旅管理系  正取 

B045  黃章洹  (日四技)餐旅管理系  正取 

(日四技)應用外語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29  劉芝晴  (日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30  夏萱  (日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73  姚志儒  (日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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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58  黃信閔  (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B059  李益群  (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B060  楊宸  (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B061  蔡筌至  (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B062  胡慶遠  (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B063  陳惠明  (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B064  簡銘宏  (進四技)土木工程系  正取 

(進四技)工業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80  何治宏  (進四技)工業管理系  正取 

B081  陳廷瑋  (進四技)工業管理系  正取 

B082  姜任杰  (進四技)工業管理系  正取 

B083  彭煥文  (進四技)工業管理系  正取 

(進四技)企業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67  莊文輔  (進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68  黃婕寧  (進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69  黃知新  (進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B070  陳淑君  (進四技)企業管理系  正取 

(進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86  古育慈  (進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87  陳靜儀  (進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88  凃欣妤  (進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B089  廖文良  (進四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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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13  陳永慧  (進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正取 

B065  李若慈  (進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正取 

B066  陳怡均  (進四技)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正取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90  陳昤瑄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正取 

B091  邱芯翊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正取 

B092  邱紹韋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正取 

B093  蔣育廷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正取 

B094  黃柏家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正取 

B096  簡冠宇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正取 

B097  鄭皓謙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  正取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98  詹濬隆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正取 

B099  林妙慈  (進四技)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正取 

(進四技)電子工程系應用資訊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48  陳宏斌  (進四技)電子工程系應用資訊組  正取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01  陳品志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B049  楊智偉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B050  楊智湧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B051  林晏新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B052  廖培鈞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B053  黃煜偉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B054  劉庭邑  (進四技)電機工程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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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技)機械工程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55  嚴永金  (進四技)機械工程系  正取 

B056  楊仁杰  (進四技)機械工程系  正取 

B057  楊益誠  (進四技)機械工程系  正取 

(進四技)餐旅管理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44  謝宜真  (進四技)餐旅管理系  正取 

B100  呂怡媗  (進四技)餐旅管理系  正取 

B101  蔡印惠  (進四技)餐旅管理系  正取 

(進四技)餐旅管理系餐旅規劃與設計組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102  劉思亭  (進四技)餐旅管理系餐旅規劃與設計組  正取 

B103  程靖惠  (進四技)餐旅管理系餐旅規劃與設計組  正取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3 年級 

准考證編號 姓名 系所名稱  錄取別 

B028  王正德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71  陳又瑄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72  田明睿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75  胡瀞文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76  潘欣儀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78  蕭美珠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B079  陳嘉琪  (進四技)應用外語系  正取 

 

 

主任委員：李大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