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公  告 

                                                 (109)中華招委字第 21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4 日 

主旨：公告 109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聯合招生考試，分發各學院系錄取考

生名單及報到註冊注意事項。 

依據：108 學年度第 10 次校級招生委員會議議決。 

說明： 

一、依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0 次校級招生委員會議議決【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分

發錄取結果，通過分發標準考生共計羅章祐等陸拾伍名正取生，如下頁名單。 

二、本校公告放榜後，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正取生應於 109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

前將「錄取生報到/放棄意願書」(如簡章附件 3)及報考學歷(力)證件影本以限

時掛號郵寄本校「教務處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辦理書面報到手續（以郵戳為

憑）。欲放棄入學資格者，亦須填寫放棄書，以利後續行政作業。 

三、正取生若於 109 年 7 月 3 日仍未收到成績通知單，除可至本校試務與招生專業

化組申請查詢、補發外，亦可上本校網頁查詢正取生報到時間，未依上述方式

辦理致逾越報到期限者，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四、錄取生不得以成績通知單寄達與否為要件，要求延後報到；逾期未辦理報到者，

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或報到。  

五、逾期未報到者，取消入學資格，其缺額流用至本學年度甄審入學招生名額中。 

六、註冊入學：已完成書面報到之錄取生，本校註冊課務組預計於 7 月中下旬寄發

新生資料袋(含註冊通知單及相關入學事項)至通訊地，請依新生手冊說明辦理，

並於 109 年 8 月 13 日前完成註冊學雜費繳費作業，逾期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錄取資格。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錄取名單： 

【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 共正取 26 名】 

09201029 羅章祐    正取第   1 名,   09201017 吳美賢    正取第   2 名,  

09201052 劉萱佩    正取第   3 名,   09201044 羅家正    正取第   4 名,  

09201041 陳炘楷    正取第   5 名,   09201046 林民翊    正取第   6 名,  

09201022 蔡宜靜    正取第   7 名,   09201021 王俊仁    正取第   8 名,  

09201026 伍信憲    正取第   9 名,   09201007 林智暘    正取第  10 名,  

09201008 陳宥錚    正取第  11 名,   09201013 彭筱芹    正取第  12 名,  

09201057 曾華佑    正取第  13 名,   09201014 劉得成    正取第  14 名,  

09201004 楊哲安    正取第  15 名,   09201015 李偉瑄    正取第  16 名,  

09201056 唐若婷    正取第  17 名,   09201049 謝献駿    正取第  18 名,  

09201047 趙夫敬    正取第  19 名,   09201048 許雅惠    正取第  20 名,  

09201010 莊皓雯    正取第  21 名,   09201039 傅怡旗    正取第  22 名,  

09201027 葉家瑋    正取第  23 名,   09201025 莊承洲    正取第  24 名,  

09201043 謝艾蓉    正取第  25 名,   09201033 蘇弘鎧    正取第  26 名. 

【建築與設計學院進修學士班 共正取 18 名】 

09201019 劉清荺    正取第   1 名,   09201058 王耀陞    正取第   2 名,  

09201005 陳楷勳    正取第   3 名,   09201030 彭卉妤    正取第   4 名,  

09201063 林敬悅    正取第   5 名,   09201065 林容君    正取第   6 名,  

09201050 蔡棕磔    正取第   7 名,   09201034 許義鴻    正取第   8 名,  

09201040 賀宋佩娟  正取第   9 名,   09201031 陳融弘    正取第  10 名,  

09201024 葉恩綺    正取第  11 名,   09201018 許  桓    正取第  12 名,  

09201035 陳欣穎    正取第  13 名,   09201023 羅若庭    正取第  14 名,  

09201051 管世烈    正取第  15 名,   09201037 范宇楓    正取第  16 名,  

09201062 林宗奕    正取第  17 名,   09201002 趙芷吟    正取第  18 名.  

  



 

【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共正取 13 名】 

09201003 張桂瑄    正取第   1 名,   09201053 劉子玉    正取第   2 名,  

09201061 印峰廷    正取第   3 名,   09201020 蘇亭芸    正取第   4 名,  

09201054 許旨萍    正取第   5 名,   09201006 楊梓嫻    正取第   6 名,  

09201055 陳  云    正取第   7 名,   09201042 王渝翔    正取第   8 名,  

09201038 郭煌煜    正取第   9 名,   09201036 彭新婷    正取第  10 名,  

09201045 白環慈    正取第  11 名,   09201016 林玫昉    正取第  12 名,  

09201064 謝聖儀    正取第  13 名.  

【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 共正取 8 名】 

09201011 朱恩佐    正取第   1 名,   09201060 王  沁    正取第   2 名,  

09201009 詹雅涵    正取第   3 名,   09201059 劉庭純    正取第   4 名,  

09201032 黃鏡愷    正取第   5 名,   09201028 黎珈弦    正取第   6 名,  

09201012 蔡淮丞    正取第   7 名,   09201001 廖梓羽    正取第   8 名. 

----------------------------------以下空白 ------------------------------- 

 



【附件3】 

中華大學 109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 

錄取生報到/放棄意願書 

 本人             參加 109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

招生入學，業經錄取，本人 □願意就讀  □同意放棄 (請勾選)    

貴校                      學系/學院 進修學士班 壹年級。 

特此聲明。 

錄取生簽章：                   

註 1：正取生請於報到截止 109 年 7 月 9 日前(郵戳為憑)連同報考學歷(力)

證件影本(若無法提供者另填寫附件四-報到學歷(力)切結書以掛號寄

回本校教務處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逾期不受理)。本校亦可先接受傳

真，但仍需再將正本寄回本校，否則視為報到手續不全。 

註2：若須放棄入學資格者，亦請填寫本意願書寄回本校，以利後續名額回

流作業。 

＊傳真時抬頭請寫「試務與招生專業化組」。傳真專線：03- 5377360 聯絡

電話：03-5186221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附件 4】 

報到學歷(力)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參加中華大學 109學年度進修學士班 

□申請入學 □甄審入學 招生考試，業經錄取               學院/

學系進修學士班，因無法於報到時繳交學歷(力)證書正本。本人了解

應於 109學年度(申請入學於註冊繳費 8/13前；甄審入學於開學上課

日前)自行補繳至中華大學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校方不另行通知，逾期

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由備取生依序遞補錄取資格，事後不以任何理由

要求補救。 

    此  致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