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大學臺北校區110學年度轉系錄取名單

編號 學號 姓名 原部系班級 轉入學制 轉入系別 年級 新班級 新學號 備註 欄1

1 A109540383 陳芯瑜 (高日)觀光一甲 日間學制 社會工作學系 二 日社二甲 A109030201

2 A109570315 楊宜潔 (高日)時尚一丙 日間學制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二 日家二甲 A109010201

3 A109590340 劉如月 (高日)應中一甲 日間學制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二 日家二甲 A109010202

4 A0902047 孫云宣 (北日)服設一甲 日間學制 餐飲管理學系 二 日餐二甲 A109020201

5 A109560305 周鈺紫 (高日)服經一乙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甲 A109110201

6 A109560353 薛楹芷 (高日)服經一乙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乙 A109110202

7 A109560361 鄭聿晴 (高日)服經一甲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甲 A109110203

8 A109570318 鄭伃媜 (高日)時尚一丙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乙 A109110204

9 A109570443 鍾羽菲 (高日)時尚一乙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二 日服二乙 A109110206

10 A106560380 簡俐文 (高日)服經二乙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三 日服三甲 A106110205
適用108必

修科目表

11 A108560312 戴上紘 (高日)服經二丙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三 日服三乙 A108110202

12 A108560471 李美辰 (高日)服經二丙 日間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三 日服三乙 A108110204

13 A109570336 張雅筠 (高日)時尚一丙 日間學制 建築設計學系 二 日建二甲 A109120201

14 A109570466 邱莉茵 (高日)時尚一甲 日間學制 建築設計學系 二 日建二甲 A109120202

15 A109520313 張芷綺 (高日)資模一甲 日間學制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3D動畫設計組) 二 日媒二甲 A109141201

16 A0861089 蔡尚衡 (北日)資訊二甲 日間學制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 二 日媒二乙 A108144206 降轉
適用109必

修科目表

17 A0841060 林瑀暄 (北日)食保一乙 日間學制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乙 A108210202
適用109必

修科目表

18 A109620339 衛德蓉 (高日)國貿一甲 日間學制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甲 A109210201

19 A109620349 陳玟霖 (高日)國貿一甲 日間學制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甲 A109210203

20 A109640302 張瀞文 (高日)行銷一甲 日間學制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甲 A109210205

21 A109650360 郭杰宇 (高日)會稅一甲 日間學制 會計學系 二 日會二甲 A109210207

22 A0926065 陳均榕 (北日)風保一甲 日間學制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109220201

23 A108640302 吳孟臻 (高日)行銷一甲 日間學制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108220207
適用109必

修科目表

24 A109620337 陳芷涵 (高日)國貿一甲 日間學制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乙 A109220202

25 A109620338 蕭語辰 (高日)國貿一甲 日間學制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甲 A109220203

26 A109620360 王郁晴 (高日)國貿一甲 日間學制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二 日國二乙 A109220204

27 A0821099 黃筠禎 (北日)會計二甲 日間學制 企業管理學系 二 日企二乙 A108230204 降轉
適用109必

修科目表

28 A109540429 林悅慈 (高日)觀光一甲 日間學制 企業管理學系 二 日企二甲 A109230201

29 A108640354 張奕茗 (高日)行銷二甲 日間學制 企業管理學系 三 日企三甲 A108230205

30 A0961090 張嘉娟 (北日)資訊一乙 日間學制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甲 A109250201

31 A109500313 陳宥竹 (高日)金管一甲 日間學制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乙 A1092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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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109500318 傅苡安 (高日)金管一甲 日間學制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甲 A109250203

33 A109500358 賴宥諠 (高日)金管一甲 日間學制 財務金融學系 二 日財二乙 A109250204

34 A0925024 吳昀潔 (北日)財金一乙 日間學制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二 日保二甲 A109260201

35 A0964012 邱宣 (北日)智慧一甲 日間學制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二 日保二乙 A109260202

36 A108640352 江愷芳 (高日)行銷二甲 日間學制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三 日保三乙 A108260202

37 A0964003 曹倩瑜 (北日)智慧一甲 日間學制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甲 A109270201

38 A109540394 蘇容穠 (高日)觀光一乙 日間學制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乙 A109270202

39 A109570434 黃鈺評 (高日)時尚一乙 日間學制 應用外語學系 二 日應二甲 A109270203

1 N0903036 高靖婷 (北進)社工二乙 進修學制 財務金融學系 二 進財二甲 N109250201

2 N0623009 黃俞鳳 (北進)企管二甲 進修學制 服裝設計學系 二 進服二乙 N106110204 降轉
適用109必

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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