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系所 組別 准考證號 考生姓名 正/備取排名

企業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046 蕭○丞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105 張○婷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121 康○倢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125 洪○婷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136 曾○維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024 郭○珊 正取

旅遊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062 王○涵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 不分組 211301055 張○麗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 不分組 211301098 曹○雲 正取

財務金融學系 不分組 211301156 黃○翔 備取

文學系 不分組 211301085 何○慈 正取

文學系 不分組 211301091 洪○晴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030 顏○萱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052 陳○均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078 邱○婷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112 張○瑄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139 謝○津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147 林○瑜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163 黃○雯 正取

生死學系 殯葬服務組 211301003 曾○凱 備取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006 吳○螢 正取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012 展○ 正取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043 姜○仁 正取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096 邱○苡 正取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140 柯○恩 正取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145 陳○佑 正取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154 鄭○承 正取

南華大學110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榜單(二年級)

                           第 1 頁，共 3 頁



招生系所 組別 准考證號 考生姓名 正/備取排名

南華大學110學年度暑假轉學生招生考試榜單(二年級)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097 黃○雯 備取1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109 何○欣 備取2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031 林○瑋 備取3

生死學系 社會工作組 211301131 賴○明 備取4

生死學系 諮商組 211301014 沈○揚 正取

生死學系 諮商組 211301100 白○諠 正取

生死學系 諮商組 211301132 張○諭 備取1

生死學系 諮商組 211301019 簡○耘 備取2

生死學系 諮商組 211301080 林○諺 備取3

生死學系進修學士班 不分組 211301029 陳○淇 正取

生死學系進修學士班 不分組 211301053 顏○辰 正取

外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211301023 陳○葳 正取

外國語文學系 不分組 211301115 羅○振 正取

傳播學系 不分組 211301081 蔡○庭 正取

傳播學系 不分組 211301107 游○茵 正取

傳播學系 不分組 211301172 陳○權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 社會學組 211301008 張○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 社會學組 211301051 林○純 正取

應用社會學系 社會學組 211301126 李○慈 備取1

應用社會學系 社會學組 211301134 陳○廷 備取2

資訊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050 吳○祥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110 歐○呈 正取

資訊管理學系 不分組 211301173 蘇○瑜 正取

資訊工程學系 不分組 211301011 許○銘 正取

資訊工程學系 不分組 211301034 劉○成 正取

資訊工程學系 不分組 211301059 洪○宸 正取

資訊工程學系 不分組 211301090 謝○群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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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不分組 211301155 林○宇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不分組 211301104 陳○翔 正取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不分組 211301133 陳○瑋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不分組 211301004 王○壹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不分組 211301007 葉○毓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不分組 211301009 劉○齊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不分組 211301013 顏○珮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不分組 211301113 洪○翔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不分組 211301143 陳○宇 正取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不分組 211301162 張○昱 備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 不分組 211301033 邵○媗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 不分組 211301054 曾○含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 不分組 211301135 劉○維 正取

建築與景觀學系 不分組 211301106 江○君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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