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進修學制新生住宿名單 

及進住注意事項公告 
1. 新生正取同學，確定已有床位，各舍將會安排住宿寢號！ 

2. 各舍於下列時間開放進住，進住時間為： 

◎林森男舍進住時間： 

111/09/10（六）  

111/09/11（日） 

報到時間 09：00~16：00，逾時不候。  

◎蘭潭女舍進住時間：原則上同大學部舊生入住一起 

111/09/9（五）~111/09/11（日）至三舍大門櫃台 

報到時間 09：00~16：00，逾時不候。 

(其餘時間不受理，寢室分配於報到處公告)。 

3. 報到時請至辦公室領取房間鑰匙及臨時進出卡，待學生證核發

後再至辦公室辦理門禁開卡同時退回臨時進出卡(臨時進出卡若

遺失者請繳納 300元)。 

4. 住宿費用繳費，第一階段註冊單若無繳費明細者，統一在 10月

下旬後、第二階段補學分費時，繳費單中會列出住宿費金額明

細，屆時列印繳費即可。 

5. 住宿申請確定後，開學前因它項因素需取消住宿者，請立即回

電各舍告知。 

6.問題洽詢： 

林森男舍聯絡電話：(05)273-2475  洽：胡先生 

蘭潭女舍聯絡電話：(05)271-7371  洽：蕭先生 

學務處生輔組  敬啟 

 

 



各舍正取名單如下： 

林森宿舍(男舍)        
宿舍別 科系 學號 姓名 是否正取 

林森男舍 科管系 1118825 賴○愷 正取 1 

林森男舍 科管系 1118816 劉○廷 正取 2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17 林○傑 正取 3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31 魚○辰 正取 4 

林森男舍 園藝系 1118025 許○展 正取 5 

林森男舍 園藝系 1118033 陳○安 正取 6 

林森男舍 園藝系 1118035 楊○源 正取 7 

林森男舍 園藝系 1118016 蕭○信 正取 8 

林森男舍 土木系 1118444 王○丞 正取 9 

林森男舍 農管系 1118138 吳○宏 正取 10 

林森男舍 農管系 1118128 張○隆 正取 11 

林森男舍 食科系 1118601 呂○榮 正取 12 

林森男舍 土木系 1118434 朱○諭 正取 13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05 周○逸 正取 14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19 陳○榤 正取 15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07 康○安 正取 16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42 莫○諭 正取 17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22 劉○柏 正取 18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09 蘇○仁 正取 19 

林森男舍 動科系 1118330 梁○仁 正取 20 

林森男舍 動科系 1118321 俞○銓 正取 21 

林森男舍 動科系 1118319 劉○錡 正取 22 

林森男舍 動科系 1118314 劉○璿 正取 23 

林森男舍 體育系 1118717 鍾○穎 正取 24 

林森男舍 體育系 1118712 蘇○旭 正取 25 

林森男舍 體育系 1118728 張○策 正取 26 

林森男舍 體育系 1118737 段○毅 正取 27 

林森男舍 生機系 1118504 董○琛 正取 28 

   尚有空床 正取 29 

     

 

 

 

※申請林森男舍者，後續相關進住訊息及注意事項會 

以 MAIL通知，請注意個人 E-mail信箱。 

      蘭潭宿舍(女舍) 



宿舍別 科系 學號 姓名 是否正取 

蘭潭宿舍 食科系 1118639 廖○均 正取 1 

蘭潭宿舍 食科系 1118637 李○婕 正取 2 

蘭潭宿舍 園藝系 1118028 蘇○婷 正取 3 

蘭潭宿舍 動科系 1118332 陳○諺 正取 4 

蘭潭宿舍 生機系 1118540 張○瑄 正取 5 

蘭潭宿舍 動科系 1118305 張○喬 正取 6 

蘭潭宿舍 體育系 1118707 楊○瑄 正取 7 

蘭潭宿舍 園藝系 1118002 徐○琪 正取 8 

蘭潭宿舍 動科系 1118308 陳○婷 正取 9 

蘭潭宿舍 土木系 1118445 蔡○純 正取 10 

蘭潭宿舍 食科系 1118610 廖○亮 正取 11 

蘭潭宿舍 中文系 1119113 柯○薰 正取 12 

蘭潭宿舍 木設系 1118208 吳○軒 正取 13 

蘭潭宿舍 財金系 1119002 廖○瑜 正取 14 

蘭潭宿舍   尚有空床 正取 15 

蘭潭宿舍    正取 16 

蘭潭宿舍    正取 17 

蘭潭宿舍    正取 18 

蘭潭宿舍    正取 19 

蘭潭宿舍    正取 20 

蘭潭宿舍    正取 21 

蘭潭宿舍    正取 22 

蘭潭宿舍    正取 23 

蘭潭宿舍    正取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