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報到狀況：
額滿系所及備取生遞補名單
107/06/8
一、經公告獲遞補資格之備取生，請依下列事項完成報到手續：
1.報到時間：107年6月11日下午15：30至20：30。
2.報到地點：本校進修部教學大樓二樓ES201室。
3.繳交文件：
(1)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各1份。
(2)畢業證書正本(畢業證書不得以英文證明書代替)或同等學力證明書正本
(3)學生證（校園卡）申請書。
※應屆畢業生若未取得畢業證書得繳交具結書，請參閱簡章第68頁；持國外
學歷者，請參閱簡章第12頁。
二、同時取得1學系正取生，另1學系為備取生者，若已完成1學系正取生報到後，
另1學系達備取生遞補資格，須提出放棄正取生學系錄取資格聲明書(請參閱
簡章第67頁)，始得辦理備取生報到。
三、經公告同時獲2個學系遞補資格之備取生，限擇定1個學系完成報到手續，另
1學系則視同放棄備取生遞補資格。
四、未依規定完成報到手續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所遺缺額由其他備取生依規定
遞補。
五、若後續仍有出缺名額時，自 107 年 6 月 13 日起，每星期二、星期四上午 10:00
於本校招生資訊網公告備取生遞補名單，至 107 年 6 月 19 日止，後續備取
生報到截止日至 107 年 6 月 21 日止，因故停止上班時，停止公告乙次，請
按時查閱，不另行通知。
六、報到、遞補相關訊息，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請備取生務必主動上網查詢
，逾期未報到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七、公告額滿系所：
序號

額滿系所

1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

2

日本語文學系甄審組

3

餐旅管理學系甄審組

4

應用美術學系甄審組

八、備取生遞補名單：
中國文學系學測組：缺額十名(無備取生)

備註

中國文學系甄審組：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歷史學系學測組：缺額十名(無備取生)
歷史學系甄審組：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哲學系學測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哲學系甄審組：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十四名(無備取生，流用至大眾傳播學士學
位學程甄審組缺額十四名)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缺額八名(流用自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
缺額十四名)
張○瑜
林○穎
張○倫
錢○雲
070G030056
學號：507041266

070G030042
070G030069
學號：507042260 學號：507041278

070G030044
學號：507042284

趙○訢

蘇○

林○崴

070G030092
學號：507041292

070G030074
070G030047
學號：507041369 學號：507041383

070G030033
學號：507042387

連○雯

陳○嬌

黃○倫

070G030055
學號：507042014

070G030009
070G030089
學號：507041022 學號：507041034

070G030038
學號：507041046

李○萱

王○童

薛○頤

070G030090
學號：507042040

070G030036
070G030030
學號：507041060 學號：507042064

070G030078
學號：507041072

張○誠

劉○勳

高○真

李○姿

070G030020
學號：507042129

070G030050
學號：507041137

070G030031
學號：507042131

070G030077
學號：507042208

曾○筑

李○

070G030072
學號：507041242

070G030034
學號：507041254

林○凌

王○媛

周○諭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七名

陳○吟

丁○馨

李○倫

070H010011
學號：507140012

070H010034
070H010067
學號：507140024 學號：507140103

張○閎

李○倫

070H010094
學號：507140153

070H010057
070H010027
學號：507140206 學號：507140294

畢○維
070H010045
學號：507140139

蔡○聞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十九名(流用自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甄審
組缺額十一名)
曾○翔

趙○賢

朱○瑩

邱○靜

070I010083
070I010088
070I010128
070I010102
學號：507151011 學號：507151023 學號：507152027 學號：507151035
張○宸

王○邑

高○盈

游○玄

070I010042
070I010032
070I010064
070I010099
學號：507151059 學號：507151061 學號：507152077 學號：507151085
蔡○孝

王○宇

柯○廷

許○閔

070I010100
070I010121
070I010071
070I010034
學號：507151097 學號：507152091 學號：507152106 學號：507151126
林○舉

劉○辰

趙○程

羅○菁

070I010018
070I010036
070I010017
070I010021
學號：507152156 學號：507151164 學號：507151190 學號：507152209
黃○鈞

李○琪

邱○髣

李○穎

070I010053
070I010113
070I010063
070I010097
學號：507152211 學號：507152223 學號：507151231 學號：507152261
翁○嬣

柯○暄

吳○汶

黃○翔

070I010028
070I010058
070I010030
070I010055
學號：507151279 學號：507152285 學號：507151293 學號：507151308
王○婕

邱○傑

李○芮

郭○鈞

070I010012
070I010054
070I010033
070I010093
學號：507152302 學號：507151322 學號：507152338 學號：507151360
林○萱

呂○宏

070I010078

070I010127

學號：507152376

學號：507152390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缺額十一名(無備取生，流用至商業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學測組缺額十一名)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十二名
范○恩
賴○
許○瑄

陳○儀

070J010019
070J010039
070J010032
070J010041
學號：507160012 學號：507160024 學號：507160036 學號：507160048
郭○廷

劉○怡

彭○雅

王○雨

070J010018
070J010045
070J010037
070J010038
學號：507160050 學號：507160062 學號：507160074 學號：507160127
張○庭

邱○鈴

許○亘

070J010002
070J010020
070J010027
學號：507160139 學號：507160153 學號：507160165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缺額二名(流用自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
位學程學測組缺額一名)
王○忠
盧○榆

余○蓓

070J030038
070J030051
070J030034
學號：507160220 學號：507160268 學號：507160189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七名(無備取生)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圖書資訊學系學測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圖書資訊學系甄審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十一名(無備取生)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缺額四名(無備取生)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四名(流用自長期照護與健
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缺額二名)
張○綺
洪○妘
蔡○鈴
071E010029

071E010006

071E010020

沙○瑱
071E010028

學號：507190043

學號：507190079 學號：507190110

徐○謙

楊○妤

071E010026
學號：507190213

071E010035
學號：507190251

學號：507190158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甄審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流用至長
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測組缺額二名)
英國語文學系學測組：缺額九名(無備取生)
英國語文學系甄審組：缺額一名(無備取生)
日本語文學系學測組：缺額十一名
畢○維
蕭○允

黃○淩

劉○斐

0724010001
0724010064
0724010014
學號：507071015 學號：507071027 學號：507072021

0724010074
學號：507072057

王○瑋

陳○楷

蔡○婕

劉○

0724010024
0724010031
0724010051
學號：507071065 學號：507072095 學號：507071118
胡○鵑

劉○

0724010033
學號：507071170

0724010007
0724010046
學號：507071194 學號：507072198

餐旅管理學系學測組：缺額十三名
林○舉
蔡○孝

0724010038
學號：507072112

賴○丞

施○瑜

陳○璉

0757010055
學號：507090011

0757010023
0757010043
學號：507090023 學號：507090035

0757010059
學號：507090059

蘇○閔

范○豪

董○正

王○瑄

0757010014
0757010009
0757010071
0757010070
學號：507090102 學號：507090138 學號：507090140 學號：507090152
林○憲

吳○峰

陳○伶

杜○瑄

0757010073
0757010027
0757010002
0757010049
學號：507090188 學號：507090243 學號：507090255 學號：507090281
吳○言

0757010005
學號：507090293
經濟學系學測組：缺額十六名(無備取生)
經濟學系甄審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法律學系學測組：缺額十四名
何○恁
楊○辰

鄭○元

李○萱

0766010024
學號：507110017

0766010059
0766010034
學號：507110029 學號：507110031

0766010036
學號：507110043

温○淇

王○云

朱○生

0766010004
學號：507110055

0766010017
0766010064
學號：507110067 學號：507110108

吳○宇

0766010025
學號：507110110

法律學系甄審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應用美術學系學測組：缺額十一名
張○語
蕭○芸

林○榕

余○辰

0781010044
0781010041
0781010052
0781010076
學號：507120024 學號：507120048 學號：507120062 學號：507120074
陳○蒨

葉○慈

張○芯

劉○揚

0781010008
0781010011
0781010059
0781010001
學號：507120141 學號：507120153 學號：507120191 學號：507120206
蕭○頴

張○沂

江○葶

0781010072
0781010033
0781010056
學號：507120256 學號：507120294 學號：507120309
宗教學系學測組：缺額二名(無備取生)
宗教學系甄審組：缺額四名(無備取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