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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華民國 1 1 1 年 0 7 月 2 8 日 

大 葉 招 告 字 第 1 1 1 0 0 1 5 號 

主旨：大葉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暑假轉學招生錄取名單。 

依據：大葉大學 111學年度第 12次(111年 7月 27日)招生委員會決

議辦理。 

聯合招生學系  一般生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2012                    

劉Ｏ佑                                                                  

 

電機工程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七名                      

 

1010002021 1010002018 1010002023 1010002022 1010002024 1010002019 1010002020  

曾Ｏ殷     胡Ｏ恩     張Ｏ瑋     黃Ｏ哲     江Ｏ祈     魏Ｏ宇     曹Ｏ彰      

 

環境工程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2016                    

林Ｏ佑                                                                  

 

資訊工程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四名                      

 

1010002028 1010002030 1010002029 1010002031           

許Ｏ睿     吳Ｏ凱     石Ｏ華     陳Ｏ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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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2017                    

劉Ｏ鴻                                                                  

 

企業管理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二名                      

 

1010002014 1010002015                 

林Ｏ盈     劉Ｏ陞                                                        

 

財務金融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二名                      

 

1010002032 1010002033                 

李Ｏ翰     邱Ｏ鈞                                                        

 

工業設計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20002002                    

蘇Ｏ文                                                                  

 

空間設計學系    室內設計組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二名                      

 

1020002003 1020002004                 

戴Ｏ慶     梁Ｏ誠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八名                      

 

1020002005 1020002006 1020002008 1020002007 1020002012 1020002011 1020002009  

王Ｏ茹     陳Ｏ盛     林Ｏ瑜     劉Ｏ羽     孫Ｏ蓉     邱Ｏ穎     林Ｏ偵      

 

1020002010                    

朱Ｏ霆                                                                  

 

造形藝術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20002001                    

王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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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二名                      

 

1020002014 1020002015                 

杜Ｏ庭     吳Ｏ毅                                                        

 

英語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2013                    

黃Ｏ丞                                                                  

 

應用日語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三名                      

 

1010002027 1010002026 1010002025              

陳Ｏ瑄     趙Ｏ琳     傅Ｏ智                                              

 

藥用植物與食品保健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四名                      

 

1010002001 1010002003 1010002004 1010002002           

林Ｏ妤     許Ｏ萳     蔡Ｏ真     黃Ｏ維                                    

 

生物醫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2048                    

葉Ｏ祥                                                                  

 

觀光旅遊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七名                      

 

1010002038 1010002040 1010002041 1010002042 1010002043 1010002044 1010002039  

謝Ｏ妤     許Ｏ瑋     陳Ｏ榕     黃Ｏ珊     黎Ｏ晴     林Ｏ庭     許Ｏ畯      

 

餐旅管理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四名                      

 

1010002008 1010002006 1010002007 1010002005           

黃Ｏ琪     劉Ｏ琳     劉Ｏ諮     林Ｏ潔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三名                      

 

1010002047 1010002046 1010002045              

廖Ｏ妤     梁Ｏ志     林Ｏ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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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二名                      

 

1010002037 1010002036                 

余Ｏ宸     吳Ｏ宇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二名                      

 

1010003003 1010003004                 

王Ｏ維     謝Ｏ翰                                                        

 

電機工程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3007                    

陳Ｏ哲                                                                  

 

資訊管理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3002                    

林Ｏ瑜                                                                  

 

財務金融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3009                    

陳Ｏ瑋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二名                      

 

1020003003 1020003004                 

程Ｏ彤     王Ｏ穎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二名                      

 

1020003002 1020003001                 

楊Ｏ鈞     施Ｏ謙                                                        

 

英語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二名                      

 

1010003005 1010003006                 

邱Ｏ誠     余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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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植物與食品保健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3001                    

王Ｏ茵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  大學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3013                    

蘇Ｏ敏                                                                  

 

財務金融學系               ----  進修學士班  二年級   正取二名                      

 

1010002034 1010002035                 

邱Ｏ心     張Ｏ祐                                                        

 

餐旅管理學系               ----  進修學士班  二年級   正取二名                      

 

1010002011 1010002010                 

林Ｏ軒     楊Ｏ竣                                                        

 

財務金融學系               ----  進修學士班  三年級   正取三名                      

 

1010003011 1010003012 1010003010              

張Ｏ瑄     劉Ｏ甫     蕭Ｏ樺                                              

 

應用日語學系               ----  進修學士班  三年級   正取一名                      

 

1010003008                    

吳Ｏ蓁                                                                  

 

單一學系招生 一般生 

護理學系           ----  ----  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十名                      

 

1050002002 1050002013 1050002011 1050002005 1050002012 1050002014 1050002009  

黃Ｏ茹     邱Ｏ寧     陳Ｏ邑     黃Ｏ芮     歐Ｏ林     黃Ｏ茹     曾Ｏ陞      

 

1050002007 1050002001 1050002004              

王Ｏ       唐Ｏ翎     黃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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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           ----  ----  日間部  二年級   備取一名(依遞補順序排序)      

 

1050002010                    

楊Ｏ勝                                                                  

 

視光學系           ----  ----  日間部  二年級   正取一名                      

 

1070002001                    

郭Ｏ翔                                                                  

 

視光學系           ----  ----  日間部  二年級   備取一名(依遞補順序排序)      

 

1070002002                    

宋Ｏ臻                                                                  

 

護理學系           ----  ----  日間部  三年級   正取一名                      

 

1050003001                    

陳Ｏ妤                                                                  

大葉大學招生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