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化工生化組三㇠ 10721221 蕭○文 人工智慧學士學程二 降轉

工業管理組二丙 10824322 黃○雅 人工智慧學士學程二 降轉

土木二㇠ 10722271 鄭○霖 人育學士學程二 降轉

機械二甲 10823131 鍾    ○ 人育學士學程二 降轉

會計二丙 10743327 陳○羽 人育學士學程二 降轉

應外㇐甲 10952142 王○心 人育學士學程二

應外㇐甲 10952172 吳○恩 人育學士學程二

應外㇐㇠ 10952241 劉○勝 人育學士學程二

應外二甲 10852130 田○珊 人育學士學程二 降轉

應華二㇠ 10857227 林○嘉 人育學士學程二 降轉

心理二㇠ 10814220 王○霓 人育學士學程三

資訊四㇠ 10627274 鄭○仁 人育學士學程三 降轉

財金二甲 10840120 邱○棠 人育學士學程三

室設二 10832120 曾○翔 人育學士學程三

景觀二 10835151 葉○辰 人育學士學程三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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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應數二甲 10811151 黃○穎 物理物理組二甲 降轉

資訊㇐㇠ 10927273 鄧○揚 物理物理組二甲

應外㇐㇠ 10952214 趙○宏 物理物理組二甲

物理㇐甲 10912101 周○榆 物理光材組二㇠

物理㇐甲 10912127 王○鈞 物理光材組二㇠

物理二甲 10812139 蔡○洧 物理光材組三㇠

國際商學學士學程二 10840308 艾○風 化學化學組二甲 降轉

生科㇐㇠ 10915271 蕭○宜 心理二甲

企管工商組㇐丁 10841420 王○玲 心理二甲

特教二 10751144 呂     ○ 心理二甲 降轉

應華㇐㇠ 10957212 龔○均 心理二㇠

化工綠能組三甲 10721157 林○璇 心理三㇠ 降轉

工業管理組二丙 10824337 王○瑜 心理三㇠

環工㇐ 10929112 丁○帆 生科二甲

景觀二 10835112 詹○穎 生科二甲 降轉

化工材料組二丙 10821372 方○鈞 生科二㇠ 降轉

醫工㇐甲 10925105 魏○修 生科二㇠

醫工㇐甲 10925106 楊○騰 生科二㇠

醫工㇐㇠ 10925255 覃○喆 生科二㇠

醫工二㇠ 10825205 劉○麟 化工材料組三丙

化工材料組二丙 10821363 李○緯 土木二㇠ 降轉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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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工業工程組㇐㇠ 10924225 劉○杭 土木二㇠

建築㇐ 10931181 陳○孝 土木二㇠

應數二㇠ 10811263 楊○舜 土木三㇠

土木㇐甲 10922145 呂○勳 機械二㇠

資訊二甲 10827109 謝○勝 機械二㇠ 降轉

化學三㇠ 10713211 簡○峰 工業工程組二㇠ 降轉

機械三甲 10723141 楊○堯 工業工程組二㇠ 降轉

機械三丙 10723326 林○任 工業管理組二丙 降轉

企管工商組㇐丁 10941405 李○祁 工業管理組二丙

會計㇐甲 10943127 林○桂 工業管理組二丙

化工綠能組三甲 10721127 郭○柔 工業工程組三甲 降轉

國貿三甲 10742101 廖○勛 工業管理組三丙 降轉

應數二㇠ 10811262 羅○威 醫工二甲 降轉

心理㇐甲 10914126 林○容 醫工二甲

工業工程組㇐㇠ 10924224 劉○喜 醫工二㇠

電資㇐ 10920128 張    ○ 醫工二㇠

物理㇐㇠ 10912205 陳○琪 電子二甲

生科二甲 10815105 蘇○怡 電子二甲 降轉

土木㇐㇠ 10922225 王○凱 電子二甲

工業工程組㇐㇠ 10924206 黃○誠 電子二丙

工業管理組㇐丙 10924346 張○舜 電子二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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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醫工二㇠ 10825265 陳○昇 電子二丙 降轉

應數二㇠ 10811265 許    ○ 電子三㇠

資訊三㇠ 10727251 吳○鴻 電子三㇠ 降轉

工業工程組二甲 10824160 呂○辰 電子三丙

工業工程組二㇠ 10824265 鍾○濬 電子三丙

物理二甲 10812117 林○彥 資訊二甲 降轉

化學三㇠ 10713226 王○楢 資訊二甲 降轉

電資㇐ 10920144 施○議 資訊二甲

電資㇐ 10920173 鄧○心 資訊二甲

應數㇐甲 10911151 徐○心 資訊二㇠

化工綠能組二甲 10821118 許○騰 資訊三㇠

人工智慧學士學程二 10815113 蘇○瑜 資訊三㇠

電子㇐丙 10926349 林○謙 電機二甲

機械㇐甲 10923154 陳○綺 電機二㇠

機械㇐㇠ 10923229 曹○源 電機二㇠

工業管理組㇐丙 10924330 葉○文 電機二㇠

機械二㇠ 10823263 楊○澐 電機三㇠

資訊三甲 10727108 許○文 環工三 降轉

室設㇐ 10932228 葉○盛 企管服務業二甲

室設三 10732200 蔡○科 企管服務業二甲 降轉

會計㇐甲 10943131 許    ○ 企管高科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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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會計㇐甲 10943173 林○燊 企管高科技二㇠

景觀㇐ 10935101 郭○玟 企管高科技二㇠

應華㇐㇠ 10957254 謝○彥 企管高科技二㇠

化工綠能組二甲 10821139 鍾○宇 企管工商組二丙 降轉

工業工程組㇐㇠ 10924210 陳○偉 企管工商組二丙

醫工二甲 10825135 張○慈 企管工商組二丙 降轉

會計㇐㇠ 10943202 繆○怡 企管工商組二丁

財金二甲 10747152 高○傑 企管工商組二丁 降轉

景觀㇐ 10935147 吳○諺 企管工商組二丁

應華㇐甲 10957153 李○臻 企管工商組二丁

心理三甲 10714174 何○晴 企管服務業三甲 降轉

會計三㇠ 10743259 李○蓁 企管服務業三甲 降轉

電子二㇠ 10826202 范○語 企管高科技三㇠

會計二甲 10843121 林○育 企管高科技三㇠

中原天普商學雙學士二 10849117 陳○亨 企管高科技三㇠

化工綠能組四甲 10621109 吳○霖 企管工商組三丁 降轉

會計二甲 10843101 徐○志 企管工商組三丁

資訊二㇠ 10827230 林○倩 國貿二甲 降轉

國際商學學士學程㇐ 10940272 陳○宏 國貿二甲

景觀㇐ 10935127 姜○晴 國貿二甲

會計㇐甲 10943171 鍾○麗 國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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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會計㇐甲 10943172 余○方 國貿二㇠

會計㇐㇠ 10943270 周○慧 國貿二㇠

應外㇐甲 10952105 郭○如 國貿二㇠

電資㇐ 10920170 許○傑 國貿二㇠

會計二丙 10843356 李○妃 國貿三甲

特教二 10751173 奚○瑩 國貿三甲

企管工商組㇐丙 10941311 林○靜 會計二甲

企管工商組㇐丙 10941312 蔡○軒 會計二甲

企管工商組㇐丁 10941413 曾○榛 會計二甲

企管工商組㇐丁 10941439 黃○紋 會計二甲

國貿㇐甲 10942141 林○琦 會計二㇠

企管高科技組㇐㇠ 10941245 邱○嬡 會計二丙

物理㇐甲 10912172 黃○軒 資管二甲

機械二甲 10823103 劉○禹 資管二甲 降轉

電子二㇠ 10826204 張○廷 資管二㇠ 降轉

資訊㇐㇠ 10927275 麥○晞 資管二㇠

企管高科技組㇐㇠ 10941225 許○琪 資管二㇠

企管高科技組㇐㇠ 10941234 黃○頡 資管二㇠

室設二 10832152 王○寬 資管二㇠ 降轉

企管工商組㇐丙 10941325 林○雅 財法二甲

企管工商組二丁 10841432 楊○皙 財法二甲 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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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生科㇐㇠ 10915229 鄧○安 財法二㇠

電子㇐甲 10926109 方○瑜 財法二㇠

景觀三 10735140 趙○榮 財法二㇠ 降轉

工業工程組㇐㇠ 10924203 劉○宏 財金二甲

企管高科技組㇐㇠ 10941249 陳○渝 財金二甲

企管工商組㇐丙 10941314 謝○祐 財金二甲

化工材料組二丙 10821370 余○韜 財金二㇠ 降轉

會計二丙 10843327 孟○潔 財金三甲

土木㇐㇠ 10922203 李○蓉 建築二

土木三甲 10722159 王○承 建築三 降轉

生科二甲 10815107 許○瑋 室設二 降轉

景觀二 10835157 高○均 室設二 降轉

土木二丙 10822326 林○臻 室設三

國貿三㇠ 10742222 黃○暄 商設商設組二 降轉

心理二㇠ 10835177 賴○洋子 商設商設組三

景觀二 10835162 楊○彤 商設商設組三

生科二㇠ 10815230 許○翎 景觀二 降轉

醫工二甲 10825117 林    ○ 景觀二 降轉

建築三 10731175 黃○瀅 景觀二 降轉

企管高科技組二㇠ 10841201 黃○潔 原住民專班二 降轉

國貿三㇠ 10742201 趙○承 原住民專班三 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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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適性轉系錄取名單

原系級名稱 學號 姓名 轉入系級名稱 備註

注意事項：
㇐、轉入新學系生效時間：110.8.1 開始。本學期(109-2)仍應依原學系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二、經核准公告後，不得放棄且請求轉回原系級。
三、平轉之學生，若辦理本109-2學期之休學，學期數不足將無法於110-1學期有效轉至新學系。
四、錄取學生之修業年限、學費繳交、應修科目等規定均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五、課程抵認：請於本學期成績確認後，於110.9.14前辦理課程及學分抵認。
        請備妥「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成績單」至各學系辦公室辦理。
        網址：中原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註組→適性轉系→學士班轉系→轉系學生課程抵認申請書。

土木二㇠ 10822260 何○儀 特教二 降轉

電子㇐甲 10926131 儲○慈 特教二

會計二丙 10843342 黃○禎 特教二 降轉

商設商業設計組二 10833143 薛○庭 特教二 降轉

景觀㇐ 10935135 蕭○函 特教二

建築三 10731144 高○宇 特教三 降轉

中原天普商學雙學士㇐ 10949112 夏○翔 應外二甲

中原天普商學雙學士㇐ 10949113 陳○睿 應外二甲

中原天普商學雙學士㇐ 10949173 羅○敏 應外二甲

應華㇐甲 10957102 辛○萱 應外二㇠

應華㇐甲 10957155 白○珊 應外二㇠

機械二丙 10823304 戴○叡 應外三㇠

會計㇐甲 10943103 藍○云 應華二甲

會計㇐甲 10943108 陳○枋 應華二甲

會計二㇠ 10843210 周○雯 應華二㇠ 降轉

會計二丙 10843326 蔡○瑜 應華二㇠ 降轉

財金㇐甲 10947101 黃○君 應華二㇠

心理二甲 10814172 劉    ○ 應華三甲

機械㇐甲 10923137 顏○益 電資二

機械㇐㇠ 10923238 顏○融 電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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