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號 申請人 班級 學號 申請人

進二專幼一甲 1112203045 高○瑄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029 李○芳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60 沈○芳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12 李○芸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87 林○萍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65 王○雅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47 黃○芸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047 邱○箏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052 鄭○唯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048 周○玟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055 陳○慈 進二技觀三甲 1112408009 楊○昌

進二專幼二甲 1102203045 呂○慧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007 郭○淳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48 郭○玲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36 邱○君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41 江○貴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076 汪○筠

進二技幼三乙 1112403012 茆○瑛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06 潘○瑄

進二技幼三乙 1112403065 錢○芳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39 游○妍

進二技幼三乙 1112403113 吳○玲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08 張○如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042 蕭○慧 進二專幼一甲 1112203065 楊○秀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167 林○云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106 莊○琪

進二專幼二甲 1102203047 陳○甄 進二專高二甲 1102209048 吳○芳

進二技幼三乙 1112403176 吉○蘋 進二技觀四甲 1102408020 郭○妘

進二技幼三乙 1112403058 陳○華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62 潘○英

進二技幼三乙 1112403042 周○輝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147 簡○琪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65 方○儀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26 周○英

進二技幼三乙 1112403158 莊○柔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63 王○莉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161 高○浤 進二技食四甲 1102402031 銀○琴

進二技幼四甲 1102403156 葉○萍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60 王○珠

進二技觀四甲 1102408002 鄭○昌 進二技護三甲 1112401010 鄭○君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024 林○珊 進二專高二甲 1102209010 沈○棋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82 陳○佳 進二技食四甲 1102402026 吳○宏

進二專幼一甲 1112203024 李○惠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07 賀○恆

進二技觀四甲 1102408022 劉○倫 進二技食四甲 1102402027 陳○琮

進二技觀四甲 1102408056 蘇○銘 進二專幼二甲 1102203059 郭○瑄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104 胡○家 進二技食四甲 1102402022 林○培

進二專高二甲 1102209005 葉○成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55 陳○瑛

進二專高二甲 1102209046 李○英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043 周岱瑩

進二專高二甲 1102209018 詹○桐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40 巫○婷

進二技觀三甲 1112408003 賀○傑 進二技食三甲 1112402001 曹○媺

進二專高二甲 1102209025 徐○ 進二專高一甲 1112209005 林○宇

進二專高一甲 1112209025 楊○宣 進二技高四甲 1102409003 林○毓

進二專高一甲 1112209037 沈○毅 進二技幼三甲 1112403099 奕○瀚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20 胡○湘 進二專高一甲 1112209004 江○妏

進二技食四甲 1102402010 林○標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07 張○琦

進二技高三甲 1112409067 黃○琪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78 郭○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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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111-2入學新生汽車第一校區名單(週六、日) 

進二技觀四甲 1102408028 游○宇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69 蔡○娟

進二專幼一甲 1112203051 李○杼 進二技食四甲 1102402025 吳○真

進二專幼二甲 1102203051 李○琦 進二技幼四乙 1102403059 林○婷

進二技觀四甲 1102408004 游○翔

班級 學號 申請人 班級 學號 申請人

進二技美三甲 1112404008 黃○瑄

進二技餐三甲 1112413037 蔡○玲

進二技美四甲 1102404016 陳○娟

進二技美四甲 1102404002 蔡○鎧

進二技餐三甲 1112413017 劉○娟

進二技餐四乙 1102413062 許○均

進二技美四甲 1102404017 賈○全

班級 學號 申請人 班級 學號 申請人

進二技護三甲 1112401054 林○庭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29 曾○韻

進二技護三甲 1112401037 謝○馨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13 吳○儒

進二技護三甲 1112401017 林○慧 進二技護三甲 1112401002 陳○娟

進二技護三甲 1112401058 劉○妤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24 潘○君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14 楊○如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04 張○瑜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05 邱○賢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37 熊○萱

進二技護三甲 1112401059 林○惟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46 劉○嘉

進二技護四甲 1102401030 胡○翔

一、請同學詳閱本校車輛管理辦法：本通行證一經核發，不得辦理退費，請同學要審慎考慮。

二、未抽中第一校區同學，則安排在第二校區，車位若滿即不再接受申請，未於規定時間內繳費則視同放棄。

三、111-2學期汽機車通行證繳費方式，統一由貴班總務股長收費再到進修部繳費及領證。

四、開學當日應依個人抽中之校區出入，總務組會先請警衛開放通行，第二週起未領取車證者則無法順利出入。

第一校區 第一校區

111-2進修部汽車第一校區名單(週三、四)

111-2進修部汽車第一校區名單(週五、六)

第一校區 第一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