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生學號公告及注意事項 

一、轉學生學號：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生學號 

錄取系科 錄取部別 錄取學制 錄取年級 學號 姓名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8059 李宜亭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三 1106418062 許鈞維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6057 郭晏旬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6058 章維倫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6059 劉芸欣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6060 曾昱銘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6061 古青昕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6062 謝政穎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三 1106416064 潘亞柔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三 1106416065 謝佳妤 

海洋遊憩系 日間部 四技 三 1106416066 葉政均 

航運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8061 蕭妤庭 

航運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8062 高褘貞 

航運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8063 張智傑 

資訊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5062 曾俊宏 

資訊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5063 許家銘 

資訊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0053 呂哲賢 

電信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5064 陳毅展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7061 王茂憲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7062 趙宜婷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17063 薛皓澤 

餐旅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3064 李宜庭 

餐旅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3065 李竑翰 

餐旅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3066 陳姿涵 

應用外語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2053 項光慈 

應用外語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2054 江詠仙 

 

 

 



錄取系科 錄取部別 錄取學制 錄取年級 學號 姓名 

應用外語系 日間部 四技 二 1107402055 蘇于宣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甲 1107411118 陳姵伶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甲 1107411119 許秀娟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0 廖濬承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1 陳書晴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2 鄧丞翔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3 沈家渝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4 張啟源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5 陳俊穎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6 陳柔霏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二乙 1107411127 李孟勳 

觀光休閒系 日間部 四技 三乙 1106411126 楊佩璇 

資訊管理系 進修部 四技 二 2107410051 呂秉承 

觀光休閒系 進修部 四技 三 2106411056 蔡曜璟 

觀光休閒系 進修部 四技 三 2106411057 劉苡勤 

觀光休閒系 進修部 四技 三 2106411058 吳旻珊 

 

二、注意事項：  

 1.二吋照片二張（背面書寫學號、姓名）+修業證明書正本或畢業證書正本一份（開學後驗完退 

   還）+歷年成績單正本 2份（交 1份，1份自行保留辦理學分抵免）請於 108年 8月 30日前 

   郵寄或親送至本校教務處。 

 2.108學年度體檢說明事項請參 https://reurl.cc/MqQEk 

 3.線上辦理學分抵免即日起至 108 年 9 月 11 日中午 12:00 止。 

三、繳費單： 

 1.108年 8 月 15 日起自台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站自行列印繳費單，並至台灣銀行各地分行或 

   各大超商繳費。 

 2.若於 108 年 9 月 5 日前未繳費者視同未註冊退學，不再另行通知。 

 3.繳費單上繳納日期期限過後，仍應至台灣銀行各地分行繳費，超商或轉帳即不適用。 

 4.收據請自行妥善保管。 

 5.請勿至郵局繳費。 

四、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生線上抵免操作步驟如附件，註冊須知請至校網首頁-入學須知。 

https://reurl.cc/MqQ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