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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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6（五） 

108/09/07（六） 

報到時間 0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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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後一週內未辦理進住，即視同放棄床位，由候補同學遞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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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旬後、第二階段補學分費，繳費單中會列出住宿費金額明細，

屆時列印繳費即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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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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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 

 

學務處生輔組  敬啟 

 

 



各舍正取名單如下： 
 

        林森男舍 

 
宿舍別 科系 學號 姓名 是否正取 

林森男舍 中文系  樊○捷 正取 1 

林森男舍 園藝系  游○璿 正取 2 

林森男舍 動物科學系  黃○庭 正取 3 

林森男舍 水生生物科技學系  朱○成 正取 4 

林森男舍 動物科學系  郭○宏 正取 5 

林森男舍 食品科學系  張○富 正取 6 

林森男舍 體育與健康休閒系  沈○鋒 正取 7 

林森男舍 體育與健康休閒系  周○傑 正取 8 

林森男舍 動物科學系  王○善 正取 9 

林森男舍 土木與水資源系  陳○穎 正取 10 

林森男舍 木質材料與設計系  鄭○瓏 正取 11 

林森男舍 體育與健康休閒系  陳○偉 正取 12 

林森男舍 園藝系  蔡○旭 正取 13 

林森男舍 食品科學系  劉○慶 正取 14 

林森男舍 木質材料與設計系  吳○棨 正取 15 

林森男舍 財務金融系  江○名 正取 16 

林森男舍 園藝系  陳○亦 正取 17 

林森男舍 食品科學系  呂○翰 正取 18 

林森男舍 動物科學系  陳○喬 正取 19 

林森男舍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江○諺 正取 20 

林森男舍 園藝系  黃○君 正取 21 

林森男舍 動物科學系  翁○甫 正取 22 

林森男舍 土木與水資源系  黃○弘 正取 23 

林森男舍 土木與水資源系  陳○恩 正取 24 

林森男舍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蘇○丞 正取 25 

林森男舍 園藝系  李○諺 正取 26 

林森男舍 食品科學系  劉○竹 正取 27 

林森男舍 木質材料與設計系  劉○呈 正取 28 

林森男舍 動物科學系  陳○旭 正取 29 

林森男舍 動物科學系  許○瑞 正取 30 

林森男舍 園藝系  石○諺 正取 31 

林森男舍 土木與水資源系  方○軒 正取 32 

林森男舍    正取 33 

林森男舍    正取 34 

林森男舍    正取 35 

            



 

蘭潭宿舍(女舍) 

 
宿舍別 科系 學號 姓名 是否正取 

蘭潭宿舍 木質材料與設計系   葉○婷 正取 1 

蘭潭宿舍 木質材料與設計系   李○宜 正取 2 

蘭潭宿舍 水生生物科技學系   朱○成 正取 3 

蘭潭宿舍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黃○珺 正取 4 

蘭潭宿舍 食品科學系   李○筠 正取 5 

蘭潭宿舍 食品科學系   張○惠 正取 6 

蘭潭宿舍 食品科學系  林○琇 正取 7 

蘭潭宿舍 財務金融系   林○芷 正取 8 

蘭潭宿舍 財務金融系   劉○萱 正取 9 

蘭潭宿舍 動物科學系   陳○榛 正取 10 

蘭潭宿舍 動物科學系   陳○昀 正取 11 

蘭潭宿舍 動物科學系   廖○瑄 正取 12 

蘭潭宿舍 動物科學系   林○瑜 正取 13 

蘭潭宿舍 動物科學系   陳○紋 正取 14 

蘭潭宿舍 園藝系   張○慈 正取 15 

蘭潭宿舍 園藝系   顏○睿雪 正取 16 

蘭潭宿舍 園藝系   伊○俞 正取 17 

蘭潭宿舍 園藝系   黃○儀 正取 18 

蘭潭宿舍 農藝系   李○庭 正取 19 

蘭潭宿舍 農藝系   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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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潭宿舍    正取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