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主　　旨：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學士班二、三年級轉學考試入學錄取名單。

依　　據：本校108年6月27日108學年度第11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告名單依考生錄取成績高低排列，先由左至右，再
          從上而下。
　　　二、考試成績單請考生自行至本校招生系統網頁下載，若
          有錄取名單或成績相關問題，請洽教務處招生組。
　　　三、正、備取生請至本校首頁新生園地之新生報到系統填
          寫就讀意願，報到及遞補方式依簡章規定辦理，或洽
          詢教務處註冊組。

教育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01003 108601001 108601002陳佩妤 賴依秀 韓序旻

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4 名

108602001 108602002 108602005鄭文蓉 郭芷茵 楊媛萍
108602011 曾冠霖

備取：3 名

108602008 108602007 108602010王品媗 陳姿云 黃博翰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幼兒教育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03001 袁馨

備取：2 名

108603005 108603002簡允安 張雅淳

幼兒教育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4 名

108604007 108604004 108604015練靜潔 康絲妮 吳竺珉
108604019 林家嫻

備取：5 名

108604009 108604008 108604003簡家馨 張乃心 戴佑安

108604002 108604001周子芫 林軒慈

心理與諮商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05007 108605037王思婷 劉韋辰

備取：7 名

108605003 108605024 108605020吳思涵 陳昭芸 李孟霖

108605041 108605027 108605014林昱辰 顏郡婷 黃媃　

108605031 郭芷妤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06003 林芯慈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從缺

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08006 108608007 108608008邱晴晨 徐家慧 廖姿穎

備取：12 名

108608005 108608016 108608014林麟如 葉郁亭 張瀛天

108608013 108608010 108608015林庭安 鍾語璇 廖國廷

108608012 108608004 108608018李周 蔡文涓 孟岑葳

108608003 108608011 108608019李心蕙 黃意涵 周庭竹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6 名

108609002 108609001 108609004郭宇紘 詹毓婷 沈艾婕
108609006 108609003 108609005林佑城 黃品越 寧家陞

歷史與地理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10001 翁崎榕

備取：2 名

108610003 108610002沈誌舷 林煜翔

歷史與地理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11003 108611001 108611002王咨驊 陳聖儒 馮澄宇

英語教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12003 108612005 108612004林禹彤 何奕嫻 楊寶婷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英語教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13002 108613008 108613001林雨寰 劉品萱 盧文婕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14004 108614008丁妤柔 陳昱璇

備取：7 名

108614005 108614007 108614006劉育含 詹采蓉 曾捷瑜

108614009 108614003 108614002黃雅暄 江韋達 蔡佳峻

108614001 巫榮申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16001 盧康臻

應用物理暨化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應用化學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17006 108617003周涵恩 黃姸綾

備取：8 名

108617005 108617009 108617007楊心怡 余誠晏 陳家渝

108617001 108617002 108617008高家渝 許家齊 連翊惠

108617010 108617004鄭維安 陳宣穎

資訊科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19023 108619062 108619015李家瑋 謝兆揚 李亭儀

備取：15 名

108619006 108619042 108619040莊智凱 江哲毅 康禾

108619053 108619020 108619013林君儫 洪義正 陸翊涔

108619047 108619038 108619004葉竣誠 李非 林翔

108619050 108619030 108619001吳嘉偉 簡廷州 蔡明達

108619037 108619024 108619019江馥妤 張延碩 何承育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資訊科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20001 108620002許皇琪 郭晏誠

備取：4 名

108620004 108620007 108620003李悅閱 劉祐寧 黨靖騰

108620010 蕭涵云

數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4 名

108621011 108621014 108621016林翰楷 許哲維 李柏昇
108621006 邱子睿

備取：9 名

108621008 108621012 108621017黃莛雅 范淯城 吳峻珉

108621025 108621028 108621021顏子翔 游文愷 張智霆

108621007 108621019 108621001汪愛薇 柯寬勵 呂承恩

數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22002 劉恩瑋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體育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23006 廖珮連

備取：4 名

108623003 108623007 108623008黃智謙 吳軒瑋 田育銘

108623009 許晨芯

體育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6 名

108624008 108624011 108624001莊皓鈞 徐彬凱 黃政榮
108624005 108624007 108624010吳霽軒 林詩晟 張家禎

備取：5 名

108624009 108624002 108624003陳識宇 曹育豪 何適宇

108624006 108624004王元禮 王尚甫

球類運動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壘球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25001 陳雅琦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球類運動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保齡球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26001 李慈柔

球類運動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羽球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27001 陳宥潤

球類運動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軟式網球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28001 高詩婷

球類運動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橄欖球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30001 108630002 108630003林威名 黃榆琪 李絜榮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陸上運動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田徑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32002 張廷宏

水上運動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33006 108633001 108633003陳暉 彭思捷 張宇智

備取：1 名

108633004 邱薴萱

水上運動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34003 沈囿瑄

技擊運動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35001 108635004高晟翔 王永瀚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運動藝術學系二年級

組別:街舞-Breaking舞風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37002 108637001陳佑勳 簡嘉呈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學士班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39005 108639035梁宸瑄 呂語雯

備取：6 名

108639025 108639008 108639024洪于涵 陳品榛 游景涵

108639004 108639007 108639036吳涴婷 張婕茹 余明瑋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4 名

108640003 108640004 108640006黃彥慈 李政佑 陳德瑄
108640007 魏明鉉

備取：4 名

108640002 108640008 108640001蘇育賢 郭家豪 吳思昀

108640005 陳董邦鴻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運動健康科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5 名

108641001 108641009 108641019施佩琪 曾致祥 劉欣芸
108641024 108641027李政佑 蕭靖濤

備取：2 名

108641007 108641021廖彥婷 黃勢傑

城市發展學系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3 名

108642003 108642005 108642012羅怡婷 劉育含 曾敏婕

備取：9 名

108642006 108642010 108642008黃翊安 黃玠程 陳品潔

108642004 108642001 108642009邱凱 盧怡方 陳雅婷

108642007 108642011 108642002楊尚濂 劉俊德 蘇俊安

城市發展學系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43001 靳恩嘉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都會產業經營與行銷學系二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44008 劉育含

備取：6 名

108644010 108644006 108644005何焴庭 蘇昭勝 李倧德

108644012 108644003 108644009陳亭蓉 許嘉哲 江亭儀

都會產業經營與行銷學系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45003 黃瑀孟

備取：3 名

108645004 108645001 108645002李芊瑾 朱珮瑜 張宜婷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衛生福利學系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2 名

108646001 108646002陳宥璇 劉家妤

中　華　民　國　 108　年　7　月　1　日



臺北市立大學 公告 
 

主 旨：本校 108 學年度大學部轉學考試入學錄取名單。 

依 據：本校 108 年 7 月 24 日 108 學年度第 12 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告名單依考生錄取成績高低排列，先由左至右，再 

從上而下。 
二、考試成績單請考生自行至本校招生系統網頁下載，若 

有錄取名單或成績相關問題，請洽教務處招生組。 
三、正、備取生請至本校首頁新生園地之新生報到系統填 

寫就讀意願，報到及遞補方式依簡章規定辦理，或洽 
詢教務處註冊組。 

 

 

 

舞蹈學系學士班三年級 

組別:不分組 身份別:一般生 

正取：1 名 

108615001 余亞璇 
 

 

備取：1 名 

108615002  劉真如 

 
 

 

 

 

 

 

 

 

 

 

 

 

 

 

 

 

 

中 華 民 國 108 年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