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金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轉學考試
正、備取生錄取名單
注意事項
一、 報到方式：一律線上報到（ http://admission.nqu.edu.tw/index.ASP ），逾期未報到者，視同
自動放棄入學資格。
二、 正、備取生未依規定日期、時間辦理報到、遞補手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一) 正取生報到截止日至110年07月26日(一)下午5時止，逾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
(二) 正取生如同時錄取兩系(含)以上者，將依報名表所填之就讀志願序開放報到權限，欲放棄前面志願者，請
先完成放棄錄取資格程序，才能報到其他志願，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就讀志願序。
(三) 備取順序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遞補時間另行公告及通知。
三、 錄取生請於新生學號公告後，自行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填寫基本資料表，並上傳相關證
明文件，輸入完畢後列印「學生學籍記載表」連同「學歷證明文件影本」於開學一週內
繳交至各錄取學系(所)辦公室。
四、 請考生務必主動查詢網路公告，以便獲知報到相關訊息，逾期未報到者，不得以「未接
獲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五、 新生錄取報到後，不得以保留入學資格方式延後入學；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以備
取生遞補之，正、備取生未依規定日期、時間辦理報到、遞補手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不得異議。
六、 錄取生須於註冊時辦理選課，並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期限內
一次辦理學分抵免手續，逾期不再受理。
七、 錄取生入學後適用其轉入班級之入學學年度修業規定，其修業規定及學籍須遵守教育部
相關法規及本校學則規定。
八、 考生錄取後，若通訊資料有任何異動，請務必於110年7月底前將異動資料以限時掛號郵寄
至「892009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國立金門大學教務處綜合教務組」；並請於異動資
料中詳載個人基本資料（姓名、地址、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錄取系別、准考證號
碼、聯絡電話）
，以利本校寄發各項入學通知及相關資料。若因考生地址異動未於限期內
更正，以致未能及時收到相關訊息者，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九、 錄取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入學者，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
且不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
其畢業資格，並由當事人自負法律責任。
十、 考生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時，應於錄取公告日起10日內（110年08月01日前郵戳為憑）以書
面逕寄「892009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招生委員會」
，提出申訴。
考生本人應以正式書面具名向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提出，其他方式或逾期提出申請者
均不受理。
十一、 本考試如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應於試畢後10日內（110年08月01日前郵戳為憑）
，以書
面向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892009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提出申訴。
十二、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日間部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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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應用英語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3 名：
D001201 林聖偉 D001203 謝彥群

D001202 林虹妤

二、華語文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1 名：
D002202 黃詩羽

三、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4 名：
D003201 戴光胤 D003202 邱宇辰

D003203 黃品容

D003204 陳冠州

四、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7 名：
D004207 辜承漢 D004206 劉子齊
D004205 李柏松 D004204 康譽寶

D004202 侯心梧

D004201 白欣頻

D004203 王永隆

D005202 莊孟築

D005206 陳羽航

D006201 廖永意
D006204 蘇玟樺

D006206 林廷禹
D006213 楊允承

五、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8 名：
D005201 蔡霈涵 D005205 蘇佳妤
D005207 劉子齊 D005204 趙覺仁

D005208 林幸妤
D005203 張量

六、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三年級
〈ㄧ〉正取生 1 名：
D005301 廖國宏

七、建築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13 名：
D006209 楊珊沛 D006203 盧真慧
D006212 陳亭安 D006210 陳同郁
D006202 溫玟傑 D006205 邱宇辰

D006207 洪顯傑
D006208 陳友正
D006211 許詠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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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15 名：
D007202 莊孟築 D007208 陳傑恩
D007209 劉巧荺 D007204 施佩欣
D007214 陳佳陽 D007211 許雅婷

D007201 莊詠念
D007210 林聖偉
D007220 謝鳳天

D007218 陳軒鈞
D007213 何志權
D007207 陳冠勳

D007215 蘇冠嘉
D007212 呂宥妡
D007217 羅鈺嘉

〈二〉備取生 5 名：
D007219 康譽寶 D007216 楊茌名

D007205 何岡燄

D007206 黃星珷

D007203 張量

〈ㄧ〉正取生 4 名：
D008207 許玉慈 D008206 姚欣妤

D008202 李湘琳

D008201 周志嘉

〈二〉備取生 4 名：
D008208 許辰歆 D008203 陳傑恩

D008204 劉巧荺

D008205 陳昱名

D009204 李珮君

D009205 李銚禹

D009206 蔡昀峻

D010206 傅善鉑

D010207 張弘楷

九、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
〈ㄧ〉正取生 1 名：
D007301 王梅妮

十、觀光管理學系二年級

十一、運動與休閒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5 名：
D009203 陳冠勳 D009202 趙覺仁
〈二〉備取生 1 名：
D009201 蔡宇昇

十二、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7 名：
D010205 呂姿賢 D010203 郭姿妘
D010204 陳傑恩 D010201 施佩欣

D010202 游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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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三年級
〈ㄧ〉正取生 1 名：
D010301 呂姿賢

十四、資訊工程學系三年級
〈ㄧ〉正取生 1 名：
D011301 梁齊恆

十五、電子工程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14 名：
D012208 蔡哲誌 D012205 郭姵君
D012201 鄭翔瑋 D012210 張宇昂
D012213 楊允承 D012203 何岡燄

D012206 李承錦
D012207 謝其彧
D012214 吳柏宜

D012212 呂宜哲
D012204 顏銘賜
D012211 李宗昇

D012202 林韋成
D012209 張博順

D013209 張書維
D013201 林柏維

D013208 張萬宏
D013203 游富全

D013206 許卉晴
D013207 呂宥妡

D014203 蔣宗佑
D014210 李翰妮

D014202 杜昆霖
D014204 周業恩

十六、食品科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10 名：
D013210 葉庭佑 D013204 林杏秋
D013202 朱恆毅 D013211 宋芃呈
〈二〉備取生 1 名：
D013205 張博順

十七、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11 名：
D014207 陳尚葳 D014206 鄭婉玲
D014213 李銚禹 D014212 楊允承
D014211 陳冠州
〈二〉備取生 3 名：
D014205 蕭旭青 D014214 李承柏

D014201 吳珮慈
D014208 彭瀚宇

D014209 張博順

十八、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三年級
〈ㄧ〉正取生 1 名：
D014301 史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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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長期照護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5 名：
D016201 林柏維 D016206 郭姵君

D016202 陳冠妤

〈二〉備取生 3 名：
D016204 王昱尊 D016208 黃詩羽

D016203 趙覺仁

D016205 黃怡柔

D016207 王亭之

D017209 陳羽航

二十、社會工作學系二年級
〈ㄧ〉正取生 9 名：
D017205 倪安茹 D017219 李晏婷

D017217 吳栢銓

D017211 潘榮鈞

D017222 李旻瑄

D017203 薛如琳

D017221 郭菀寧

D017202 鄭凱誠

〈二〉備取生 13 名：
D017212 謝燕宜 D017207 王昱尊
D017208 張瑞保 D017213 曾若雲
D017218 黃詩羽 D017216 陳冠州

D017215 宋岳城
D017206 林佳瑩
D017201 白黃瀚

D017204 李定宸
D017220 李依融

D017210 鄭友齊
D017214 呂宥妡

本榜單經本校 110 學年度日間部
招生委員會第 15 次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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