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大學台北校本部

108學年度日間學制轉系錄取名單 108.5.2

編號 學號 姓名 原部系班級 轉入系別 年級 新班級 新學號 備註

1 A0704016 林楚倩 (北日)建一甲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二 日工二甲 A0706201

2 A0707135 許立琦 (北日)媒一乙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二 日工二甲 A0706202

3 A107640351 陳潔琳 (高日)行銷一甲 企業管理學系 二 日企二甲 A0723201

4 A107640361 李珮羽 (高日)行銷一甲 企業管理學系 二 日企二乙 A0723202

5 A107640339 林怡廷 (高日)行銷一甲 企業管理學系 二 日企二甲 A0723203

6 A107580345 林卉晨 (高日)應英一甲 企業管理學系 二 日企二乙 A0723204

7 A106640340 賴德睿 (高日)行銷二甲 企業管理學系 三 日企三乙 A0623204

8 A107560434 王泯茜 (高日)服經一乙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甲 A0702201

9 A107560351 周依霈 (高日)服經一丙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乙 A0702202

10 A107560352 張欣蕾 (高日)服經一甲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甲 A0702203

11 A106560319 宗湘凌 (高日)服經二甲 服裝設計學系 三 日服三甲 A0602201

12 A106570413 張倍瑜 (高日)時尚二乙 服裝設計學系 三 日服三甲 A0602203

13 A0610052 陳珈汶 (北日)家二甲 社會工作學系 二 日社二甲 A0603201 降轉

14 A107550357 張若婷 (高日)休產一甲 社會工作學系 二 日社二甲 A0703201

15 A107630344 魏羚安 (高日)國企一甲 社會工作學系 二 日社二乙 A0703202

16 A107520371 關旆 (高日)資設一甲 社會工作學系 二 日社二甲 A0703203

17 A107590351 邱禹嫣 (高日)應中一甲 建築設計學系 二 日建二甲 A0704201

18 A107640317 陳奕恩 (高日)行銷一甲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二 日保二甲 A0726201

19 A0721042 黃詩涵 (北日)會一乙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二 日家二甲 A0710201

20 A0727077 邱穎慈 (北日)應一甲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二 日家二甲 A0710202

21 A107550354 蔡承芳 (高日)休產一甲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二 日家二甲 A0710203

22 A107570443 汪昌賢 (高日)時尚一乙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二 日家二甲 A0710204

23 A107620347 曾暐涵 (高日)國貿一甲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二 日家二甲 A07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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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0723062 李恩宇 (北日)企一乙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甲 A0725201

25 A0761059 簡亦君 (北日)資一甲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乙 A0725202

26 A107640350 陳思穎 (高日)行銷一甲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甲 A0725203

27 A107500351 陳沛妤 (高日)金融一甲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乙 A0725204

28 A106500329 蔡翔全 (高日)金融二甲 財務金融學系 三 日財三甲 A0625201

29 A0721044 趙婕儒 (北日)會一乙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0720201

30 A0761064 蘇浩崴 (北日)資一乙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乙 A0720202

31 A0503097 葉潔 (北日)社二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0520205 降轉

32 A107640305 汪奕馨 (高日)行銷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0720203

33 A107640312 吳敏瑄 (高日)行銷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乙 A0720204

34 A107500350 陳雯琪 (高日)金融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0720205

35 A107500357 曾熙茹 (高日)金融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乙 A0720206

36 A107630327 吳孟穎 (高日)國企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0720207

37 A107620358 朱品瑄 (高日)國貿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乙 A0720208

38 A107620350 劉庭妤 (高日)國貿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0720209

39 A107620342 楊承樺 (高日)國貿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乙 A0720210

40 A107540448 陶琳 (高日)觀光一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0720211

41 A106620332 孫德麟 (高日)國貿二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三 日國三甲 A0620203

42 A106620307 韋志羲 (高日)國貿二甲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三 日國三甲 A0620205

43 A107570383 張祖維 (高日)時尚一乙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

體設計組
二 日媒二乙 A0707202

44 A0761013 謝育豪 (北日)資一甲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甲 A0721201

45 A0761101 鄭哲宇 (北日)資一甲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乙 A0721202

46 A107650350 白易仙 (高日)會稅一甲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甲 A07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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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107650346 莊鈺昕 (高日)會稅一甲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乙 A0721204

48 A107610343 田芝菱 (高日)資管一甲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二 日資二甲 A0761201

49 A107610305 李姿欣 (高日)資管一甲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二 日資二乙 A0761202

50 A107610349 王靖茹 (高日)資管一甲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二 日資二甲 A0761203

51 A107610354 蕭名鈞 (高日)資管一甲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二 日資二乙 A0761204

52 A107520336 張瑋育 (高日)資設一乙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二 日資二甲 A0761205

53 A107590350 陳柏廷 (高日)應中一甲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二 日資二乙 A0761206

54 A0702132 蘇欣霓 (北日)服一乙 餐飲管理學系 二 日餐二甲 A0711201

55 A106540395 徐鈺舜 (高日)觀光二乙 餐飲管理學系 三 日餐三甲 A0611203

56 N0727020 劉佳寧 (北進)應一甲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甲 A0727201

57 A107580336 陳品妤 (高日)應英一甲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乙 A0727202

58 A107580321 曾亦伶 (高日)應英一甲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甲 A0727203

59 A107580350 林思婷 (高日)應英一甲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乙 A0727204

60 A107540384 王甄霖 (高日)觀光一丙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甲 A0727205

61 A105580336 竇晴宣 (高日)應英三乙 應用外語學系 三 日應三甲 A0527203 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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