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　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
　　　　　　　　　　　　　　　　　　　　　　　　　  校教字第1120100004號

主　　旨：公告本校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寒假轉學生招生錄取名單及辦理報到註冊事項。

依　　據：依本校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寒假轉學生招生簡章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寒假轉學生招生成績業經評定，計錄取正取生５８名，
　　　備取生 ５５ 名，名次順序為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名單如后：

      
　　１、　中國文學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卓○惠　　　
12010001　　

　　　　　備取　　　１　名

蔡○卉　　　
12010002　　

　　２、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鄭○慈　　　
12030002　　

　　　　　備取　　　２　名

陳○臻　　　許○綸　　　
12030001　　12030003　　

　　３、　數學學系數學組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黃○芸　　　
12110002　　

　　　　　備取　　　１　名

王○　　　
12110001　　

　　４、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林○孺　　　
12150002　　

　　　　　備取　　　２　名

胡○蓉　　　張○霖　　　
12150003　　12150001　　

　　５、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沈○耕　　　
12200002　　

　　　　　備取　　　１　名

江○倫　　　
12200001　　

　　６、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萬○均　　　
12230004　　

　　　　　備取　　　３　名

黃○盛　　　王○任　　　張○豐　　　
12230005　　12230002　　12230003　　

　　７、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二年級

　　　　　正取　　　２　名

姜○妡　　　蔡○凱　　　
12240008　　12240002　　

　　　　　備取　　　６　名

王○翰　　　彭○堯　　　李○穎　　　蔡○憲　　　郭○錡　　　魏○成　　　
12240006　　12240005　　12240007　　12240003　　12240001　　12240010　　

　　８、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蔡○凱　　　
12250001　　

　　　　　備取　　　３　名

蔡○宇　　　王○菁　　　江○澤　　　
12250003　　12250002　　12250004　　

　　９、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蔡○凱　　　
12260006　　

　　　　　備取　　　３　名

李○儀　　　王○翰　　　陳○翰　　　
12260009　　12260001　　12260002　　

　１０、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王○任　　　
12280002　　

　　　　　備取　　　１　名

萬○均　　　
12280001　　

　１１、　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４　名

藍○妤　　　王○達　　　林○翰　　　張○嘉　　　
12290010　　12290008　　12290006　　12290027　　

　　　　　備取　　１２　名

王○文　　　薛○昕　　　張○瑄　　　蔡○凱　　　蕭○永　　　吳○蒙　　　
12290049　　12290012　　12290046　　12290009　　12290040　　12290002　　
牟○恩　　　陳○儒　　　陳○安　　　黃○恆　　　梁○綾　　　鄭○辰　　　
12290055　　12290013　　12290052　　12290001　　12290022　　12290042　　

　１２、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蔡○容　　　
12430010　　

　　　　　備取　　　３　名

林○頡　　　蔡○珊　　　林○元　　　
12430005　　12430003　　12430002　　

　１３、　資訊管理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陳○汝　　　
12440004　　

　　　　　備取　　　３　名

張○嘉　　　張○淇　　　陳○節　　　
12440009　　12440006　　12440010　　

　１４、　英文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１　名

柯○君　　　
12510007　　

　　　　　備取　　　３　名

陳○婷　　　郭○妮　　　簡○安　　　
12510004　　12510010　　12510008　　

　１５、　德國語文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２　名

蔡○容　　　陳　○　　　



12540003　　12540002　　

　　　　　備取　　　２　名

陳○妏　　　林○　　　
12540004　　12540001　　

　１６、　俄國語文學系二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７、　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二年級

　　　　　正取　　　２　名

孫○均　　　蔡○喬　　　
12570001　　12570002　　

　　　　　備取　　　０　名

　１８、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全球跨域組二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９、　中國文學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０、　歷史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２　名

蔡○翔　　　陳○君　　　
13020002　　13020001　　

　　　　　備取　　　０　名

　２１、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２　名

陳○君　　　蕭○均　　　
13030003　　13030001　　

　　　　　備取　　　０　名

　２２、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３、　數學學系數學組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４、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５、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６、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７、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８、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９、　土木工程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２　名

林○彤　　　楊○鈞　　　
13180001　　13180002　　

　　　　　備取　　　０　名



　３０、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１、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李○陞　　　
13220001　　

　　　　　備取　　　０　名

　３２、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三年級

　　　　　正取　　　２　名

黃○凱　　　李○陞　　　
13230002　　13230001　　

　　　　　備取　　　０　名

　３３、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三年級

　　　　　正取　　　４　名

魏○成　　　李○陞　　　洪○軒　　　黃○棠　　　
13240003　　13240001　　13240002　　13240004　　

　　　　　備取　　　０　名

　３４、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三年級

　　　　　正取　　　３　名

魏○成　　　李○陞　　　黃○棠　　　
13250002　　13250001　　13250003　　

　　　　　備取　　　０　名

　３５、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２　名

林○斌　　　江○倫　　　
13270002　　13270001　　

　　　　　備取　　　０　名

　３６、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王○惟　　　
13330005　　

　　　　　備取　　　３　名

孔○瑋　　　王○姍　　　魏○誠　　　
13330001　　13330002　　13330003　　

　３７、　產業經濟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２　名

王○姍　　　黃○峻　　　
13340001　　13340002　　

　　　　　備取　　　０　名

　３８、　經濟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３　名

孔○瑋　　　王○姍　　　黃○峻　　　
13350001　　13350002　　13350003　　

　　　　　備取　　　０　名

　３９、　會計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郭○然　　　
13410001　　

　　　　　備取　　　０　名

　４０、　統計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王○銘　　　
13420001　　

　　　　　備取　　　０　名

　４１、　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王○姍　　　
13430001　　

　　　　　備取　　　３　名

陳○葦　　　林○詮　　　彭○程　　　
13430005　　13430006　　13430003　　

　４２、　運輸管理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周○楓　　　
13450001　　

　　　　　備取　　　０　名

　４３、　管理科學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４、　英文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２　名

莊○庭　　　徐○慶　　　
13510004　　13510005　　

　　　　　備取　　　３　名

洪○諺　　　林○佑　　　張○婷　　　
13510003　　13510001　　13510002　　

　４５、　法國語文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３　名

馮○筠　　　李○蓁　　　李○恬　　　
13530002　　13530001　　13530003　　

　　　　　備取　　　０　名

　４６、　德國語文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許○彤　　　
13540001　　

　　　　　備取　　　０　名

　４７、　俄國語文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韓○澂　　　
13560001　　

　　　　　備取　　　０　名

　４８、　教育科技學系三年級

　　　　　正取　　　１　名

呂○瑄　　　
13610001　　



　　　　　備取　　　０　名

　
  二、日間學士班寒假轉學生採線上報到註冊，正取生應於112年2月7日上午9時至
　　　112年2月9日中午12時止至日間學士班寒假轉學生線上報到系統（網址： 
　　　http://register.in.tku.edu.tw/e11uwt）辦理線上報到註冊，線上報到註
　　　冊注意事項請詳相關公告說明，逾期未完成線上報到註冊及繳費者，視同放棄入學
　　　資格，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三、同時錄取多個學系(組)／年級之考生，僅能擇1學系(組)／年級辦理報到註冊。
　　　錄取生同時錄取其他學系(組)／年級， 如已辦理報到後，獲備取學系(組)遞補
　　　通知時，可至本校放棄原已報到之學系(組)／年級並辦理退學，始得選擇備取之
　　　學系(組)／年級辦理報到，並於規定之線上報到註冊遞補截止時間前完成線上報
　　　到註冊及繳費。

　四、辦理線上報到註冊時，須上傳身分證件及學歷證件，並於完成線上報到註冊程序
　　　1週後，將入學規定應繳之學歷及相關證明文件上傳至淡江大學新生學歷證件上傳
　　　系統(網址https://sinfo.ais.tku.edu.tw/DocUpload/)，應繳資料如下，
　　(一)身分證正、反面。
　　(二)學歷相關證件：
　　  １、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正本。
　　  ２、專科以上學校肄業者，繳交修業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正本。
　　  ３、以同等學力報考者，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正本。
　　  ４、選擇雙重學籍者，繳交歷年成績單正本。
      ５、持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者，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須繳交：　　　　
　　　 (１)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正本(驗證章戳需為正本)；如原學歷證
　　　　　 件非中文或英文者，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章戳正本。
　　 　(２)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驗證章戳需為正本）；如
　　　　　 原歷年成績單非中文或英文者，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章戳正本。
       (３)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正本。
　　　６、持大陸地區學歷者，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繳交經公證及驗（認）證之相
　　　　　關證明文件正本。
　　　７、持香港及澳門學歷者，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繳交經我駐外機構驗
　　　　　證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依本校學則第8條規定，入學報到時，除有正當理由申請緩期補繳學歷證件經核
　　　　准者外，須繳驗以上規定之證明文件，否則不准入學。
　　　※繳交之各項證件，如經查驗不實或不符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取消入學資格。
　　
　五、繳費單請於112年1月19日後，自行至中國信託網站:https://school.ctbcbank.com
　　　列印繳費，請於報到註冊前完成繳款。「繳費金額問題」請洽財務處02-26215656轉
　　　分機2067、3793、3794。「繳費及轉帳問題」請洽出納組02-26215656轉分機2259
　　　、2260。

  六、申請學雜費減免者，請於報到註冊前完成學雜費減免換單及繳費程序，「學雜費減免
　　　問題」請洽生輔組02-26215656轉分機2263。

  七、「就學貸款問題」請洽生輔組02-26215656轉分機2217、2817、2941。

  八、轉學生報到註冊後，請另檢送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非修業證明書上之成績單)逕至
      各系辦公室諮詢學分抵免事宜。

  九、考生成績單均於放榜後以限時信函寄出，並以e-mail及手機簡訊通知；榜單同時公告
　　　於本校網頁（https://www.tku.edu.tw/點選【招生資訊】→【榜單資訊】或【日間
　　　學士班寒假轉學生】→【榜單】）。未接獲通知者，請洽詢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
　　　（電話：02-26215656轉分機2208、3442、2513、2015、2016）

　十、備取遞補名單公布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網址：https://www.tku.edu.tw→【招生資
　　　訊】→【日間學士班寒假轉學生招生】→【遞補名單】），遞補說明依網頁公告為準
　　　，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另函通知。遞補作業至112年2月13日止。遞補相關事宜請洽本



　　　校教務處註冊組（電話：02-26215656轉分機2367、2366、2368、2732、2907、
　　　2210）。
　　
　十一、備取生應於遞補期間自行上網查詢備取遞補名單，俾便得知報到相關資訊，同時
　　　留意及保持通訊管道之暢通，以免影響遞補權益，逾期未報到者，不得以未接獲通
　　　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十二、逾時未完成線上報到註冊及繳費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補辦註冊程序。
　　 
     　　　　
主任委員  葛煥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