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文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轉學考分發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報考部別及年級 姓名 錄取系科 

1101034 四技二年級 洪○涵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企業管理系 

1101018 四技二年級 王○瑄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企業管理系 

1101059 四技二年級 黃○芸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企業管理系 

1101020 四技二年級 鍾○彣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企業管理系 

1101057 四技二年級 陳○方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1101052 四技二年級 曾○泰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1101056 四技二年級 姜○名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1101076 四技二年級 江○琪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1101098 四技二年級 顧○同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1101038 四技二年級 陳○揚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53 四技二年級 昌○昇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03 四技二年級 張○琪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02 四技二年級 蘇○伃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60 四技二年級 楊○睿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32 四技二年級 蕭○慕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休閒遊憩管理組 

1101035 四技二年級 洪○雯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休閒遊憩管理組 

1101070 四技二年級 張○柔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休閒遊憩管理組 

1101077 四技二年級 王○璿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休閒遊憩管理組 

1101008 四技二年級 余○香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旅行業經營管理組 

1101045 四技二年級 劉○綾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旅行業經營管理組 

1101081 四技二年級 林○鈺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1101019 四技二年級 李○沇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1101066 四技二年級 李○歆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1101001 四技二年級 何○玟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1101073 四技二年級 張○昕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1101091 四技二年級 郭○恩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1101033 四技二年級 蔡○丞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館管理系 

1101041 四技二年級 陳○崧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館管理系 

1101061 四技二年級 ○崢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館管理系 

1101096 四技二年級 許○堂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旅館管理系 

1101040 四技二年級 李○昀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財務金融系 

1101039 四技二年級 邱○心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國際貿易系 

1101064 四技二年級 林○薇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國際貿易系 

1101058 四技二年級 洪○璽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國際貿易系 



准考證號碼 報考部別及年級 姓名 錄取系科 

1101075 四技二年級 邱○翰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國際貿易系 

1101030 四技二年級 曾○祥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國際貿易系 

1101097 四技二年級 蔡○凱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國際貿易系 

1101046 四技二年級 顏○澤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國際貿易系 

1101010 四技二年級 鄭○豪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1101007 四技二年級 曾○祥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1101094 四技二年級 蔡○臻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1101043 四技二年級 陳○澤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1101063 四技二年級 李○詮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時尚工藝組 

1101071 四技二年級 汪○妘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時尚工藝組 

1101024 四技二年級 蘇○瑜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95 四技二年級 林○妤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65 四技二年級 許○寧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80 四技二年級 温○忻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06 四技二年級 陳○均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48 四技二年級 周○容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15 四技二年級 黃○琳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55 四技二年級 簡○廷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14 四技二年級 莊○茜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1101079 四技二年級 禇○峻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資訊工程系 

1101092 四技二年級 陳○○晨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資訊工程系 

1101069 四技二年級 邱○禎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電腦與通訊系 

1101011 四技二年級 王○柔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1021 四技二年級 吳○盈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1009 四技二年級 鄭○祐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1017 四技二年級 鄭○頻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1072 四技二年級 邱○萱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1016 四技二年級 陳○承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1027 四技二年級 黃○昕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1099 四技二年級 任○杰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1101042 四技二年級 李○智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1101031 四技二年級 郭○誠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1088 四技二年級 盧○德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1089 四技二年級 洪○珊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1028 四技二年級 盧○廷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1012 四技二年級 陳○紳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准考證號碼 報考部別及年級 姓名 錄取系科 

1101068 四技二年級 黃○伯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1051 四技二年級 何○華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1029 四技二年級 戴○翔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22 四技二年級 張○雯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87 四技二年級 邱○琳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67 四技二年級 張○苓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50 四技二年級 梁○媛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78 四技二年級 蘇○琳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49 四技二年級 鄧○元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13 四技二年級 孫○嘉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90 四技二年級 陳○淇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93 四技二年級 羅○聆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83 四技二年級 施○妤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1054 四技二年級 洪○均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1101062 四技二年級 胡○棠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1101023 四技二年級 陳○軒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1102001 四技三年級 王○琪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企業管理系 

1102009 四技三年級 林○軒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1102025 四技三年級 江○遠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1102002 四技三年級 陳○宗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28 四技三年級 蕭○茜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04 四技三年級 黎○晴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旅館管理系 

1102026 四技三年級 舒○綺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旅館管理系 

1102029 四技三年級 何○希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1102024 四技三年級 陳○均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2031 四技三年級 羅○昱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2034 四技三年級 廖○婷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2003 四技三年級 蔡○汝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2011 四技三年級 楊○妮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1102032 四技三年級 彭○萱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2020 四技三年級 ○循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1102014 四技三年級 梁○媛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2033 四技三年級 千○遂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2021 四技三年級 林○萱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2030 四技三年級 張○富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1103001 進修部二專二年級 簡○憲 進修部二專二年級餐飲管理科 



准考證號碼 報考部別及年級 姓名 錄取系科 

1101082 四技二年級 黃○順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84 四技二年級 劉○榕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25 四技二年級 鄭○翔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44 四技二年級 蕭○媞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26 四技二年級 馬○志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85 四技二年級 林○倫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1005 四技二年級 謝○竣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1047 四技二年級 齊○樺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1036 四技二年級 賴○潔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1004 四技二年級 林○年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1074 四技二年級 黃○蘋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1086 四技二年級 陳○勳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1037 四技二年級 涂○竣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餐飲管理系 

1102027 四技三年級 詹○竺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10 四技三年級 羅○恆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22 四技三年級 趙○鴻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07 四技三年級 連○穆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08 四技三年級 楊○旭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06 四技三年級 謝○佑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2005 四技三年級 趙○凱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2017 四技三年級 黃○涵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2016 四技三年級 劉○岑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2015 四技三年級 王○惟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2013 四技三年級 邱○語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2012 四技三年級 王○仁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旅遊管理系 

1102018 四技三年級 楊○鈞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旅館管理系 

1102019 四技三年級 黃○愛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視覺傳達設計系 

1102023 四技三年級 邱○璿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餐飲管理系 

報到諮詢電話(02)8212-2000#2170、2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