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園大樓4人套房 依學號排序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愛園 1 五專語一真. 51071114 王Ｏ涵
愛園 2 五專語一真. 51071130 葉Ｏ伶
愛園 3 五專餐一真. 51081128 何Ｏ蓉
愛園 4 五專餐一真. 51081103 莊Ｏ盈
愛園 5 五專餐一真. 51081148 郭Ｏ妤
愛園 6 四技數媒三善. 40801263 鄭Ｏ珺
愛園 7 四技行三真. 40861185 王Ｏ晴
愛園 8 四技休閒二美. 40905345 張Ｏ玉
愛園 9 四技演藝二真. 40909153 胡Ｏ妮
愛園 10 四技演藝二真. 40909154 胡Ｏ婷
愛園 11 四技語二善. 40971233 張Ｏ雯
愛園 12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21 羅Ｏ蓁
愛園 13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32 范ＯＯ蓁

110學年度城市大學女生住宿錄取及備取名單

1.錄取住宿生請於110年8月31日(二) 上午8時起至本校網站首頁「校務

資訊系統」(http://siw72.tpcu.edu.tw/tsint/)→左側選單5.1.1「繳

費單列印作業」列印繳費單，入宿前繳費完畢(憑繳費證明辦理入宿)，

愛園大樓費用15,000元、光華樓費用9,500元。

2.入宿時間：110年9月8日~9月11日每日上午10時起至下午4時止。(會依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滾動修正，請同學隨時留意網頁公告)

4.已獲分配宿舍但自願放棄者，請於110年8月23、24日上午10時起至下

午4時止，與生輔組聯繫(總機02-2892-7154轉2100或2106或5805)。

5.目前光華樓還有床位，愛園備取同學若有意願改申請者，亦請於前條

所述時間與生輔組聯繫登記。預於8月26日下午4時公告候補錄取名單。

3請填寫入宿時間預約登記表單：

https://forms.gle/dtpdWgeEJtHKtcU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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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14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33 家Ｏ安
愛園 15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34 陳Ｏ玲
愛園 16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37 羅Ｏ妍
愛園 17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3 張Ｏ嫺
愛園 18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9 戴Ｏ
愛園 19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37 徐Ｏ君
愛園 20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39 陳Ｏ妤
愛園 21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20 戴Ｏ薇
愛園 22 四技觀一真. 41003119 簡Ｏ亭
愛園 23 四技觀一真. 41003130 蘇Ｏ嫺
愛園 24 四技觀一真. 41003138 陳Ｏ婕
愛園 25 四技觀一真. 41003144 黃Ｏ瑩
愛園 26 四技觀一真. 41003146 吳Ｏ祺
愛園 27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02 王Ｏ
愛園 28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39 李Ｏ瑜
愛園 29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47 胡Ｏ琳
愛園 30 四技休閒一善. 41005223 侯Ｏ喬
愛園 31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01 詹Ｏ欣
愛園 32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02 高Ｏ婕
愛園 33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03 郭Ｏ欣
愛園 34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37 廖Ｏ雨
愛園 35 四技妝一真. 41007108 王Ｏ
愛園 36 四技妝一真. 41007110 吳Ｏ瑜
愛園 37 四技妝一真. 41007111 林Ｏ彣
愛園 38 四技妝一真. 41007114 謝Ｏ真
愛園 39 四技妝一真. 41007115 蔡Ｏ妤
愛園 40 四技妝一真. 41007116 李Ｏ儒
愛園 41 四技妝一真. 41007129 張Ｏ渝
愛園 42 四技妝一真. 41007133 黃Ｏ晴
愛園 43 四技妝一真. 41007134 鄭Ｏ琪
愛園 44 四技妝一真. 41007136 鄧Ｏ罄
愛園 45 四技妝一真. 41007137 陳Ｏ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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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46 四技妝一真. 41007139 張Ｏ宥
愛園 47 四技妝一真. 41007140 陳Ｏ慈
愛園 48 四技妝一真. 41007150 魏Ｏ芸
愛園 49 四技妝一真. 41007153 楊Ｏ婷
愛園 50 四技妝一真. 41007154 蘇Ｏ庭
愛園 51 四技妝一真. 41007155 李Ｏ惠
愛園 52 四技妝一善. 41007203 吳Ｏ如
愛園 53 四技妝一善. 41007212 王Ｏ晴
愛園 54 四技妝一善. 41007213 徐Ｏ巧
愛園 55 四技妝一善. 41007214 鄭Ｏ婕
愛園 56 四技妝一善. 41007222 賴Ｏ茹
愛園 57 四技妝一善. 41007224 羅Ｏ蓁
愛園 58 四技妝一善. 41007234 呂Ｏ芬
愛園 59 四技妝一善. 41007256 張Ｏ芊
愛園 60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11 張Ｏ柔
愛園 61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12 顏Ｏ芬
愛園 62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16 王Ｏ筑
愛園 63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01 盧Ｏ
愛園 64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02 林Ｏ如
愛園 65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06 張Ｏ菁
愛園 66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13 蔡Ｏ智
愛園 67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14 翁Ｏ筑
愛園 68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15 蔡Ｏ瑄
愛園 69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16 林Ｏ樺
愛園 70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20 聶Ｏ水
愛園 71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22 彭Ｏ玲
愛園 72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24 吳Ｏ蔚
愛園 73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26 楊Ｏ晴
愛園 74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27 楊Ｏ雯
愛園 75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30 羅Ｏ姍
愛園 76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32 潘Ｏ萱
愛園 77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33 蔡Ｏ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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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78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01 李Ｏ庭
愛園 79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05 徐Ｏ茵
愛園 80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06 沈Ｏ瑜
愛園 81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07 張Ｏ薰
愛園 82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11 邵Ｏ庭
愛園 83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12 黃Ｏ棻
愛園 84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17 張Ｏ捷
愛園 85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19 蔡Ｏ柔
愛園 86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1 楊Ｏ萱
愛園 87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33 張Ｏ瑄
愛園 88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34 蔡Ｏ庭
愛園 89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37 林Ｏ恩
愛園 90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38 李Ｏ璇
愛園 91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43 陳Ｏ文
愛園 92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45 葉Ｏ彤
愛園 93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48 蔡Ｏ羽
愛園 94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49 李Ｏ紜
愛園 95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01 王Ｏ妤
愛園 96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06 戴Ｏ婕
愛園 97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09 魏Ｏ儀
愛園 98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0 陳Ｏ蓁
愛園 99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5 魏Ｏ庭
愛園 100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7 李Ｏ如
愛園 101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8 范ＯＯ萍
愛園 102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9 林Ｏ潔
愛園 103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1 張Ｏ彣
愛園 104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2 張Ｏ伶
愛園 105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3 張Ｏ語
愛園 106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4 林Ｏ伃
愛園 107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5 黃Ｏ琁
愛園 108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7 陳Ｏ琪
愛園 109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33 饒Ｏ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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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110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34 劉Ｏ琳
愛園 111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02 余Ｏ甄
愛園 112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03 陸Ｏ雯
愛園 113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04 張Ｏ寧
愛園 114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10 陳Ｏ蓁
愛園 115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13 黃Ｏ儀
愛園 116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22 沈Ｏ瑋
愛園 117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23 邱Ｏ萱
愛園 118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25 許Ｏ珊
愛園 119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30 何Ｏ媚
愛園 120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33 賴Ｏ萱
愛園 121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34 林Ｏ褕
愛園 122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35 顏Ｏ萱
愛園 123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36 林Ｏ蓁
愛園 124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37 湯Ｏ諭
愛園 125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38 陳Ｏ蓉
愛園 126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06 鄭Ｏ玟
愛園 127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16 黃Ｏ宣
愛園 128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17 彭Ｏ寧
愛園 129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18 聶Ｏ庭
愛園 130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21 羅Ｏ欣
愛園 131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37 葉Ｏ婷
愛園 132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13 林Ｏ怡
愛園 133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28 孫Ｏ妍
愛園 134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32 劉Ｏ忻
愛園 135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36 洪Ｏ涵
愛園 136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37 楊Ｏ絃
愛園 137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38 饒Ｏ妤
愛園 138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59 劉Ｏ妤
愛園 139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61 林Ｏ萱
愛園 140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09 鍾Ｏ宣
愛園 141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36 陳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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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142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47 陳Ｏ萱
愛園 143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54 鄭Ｏ潔
愛園 144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57 鄧Ｏ瑄
愛園 145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58 林Ｏ暄
愛園 146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03 陳Ｏ庭
愛園 147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09 陳Ｏ伃
愛園 148 四技行一真. 41061101 李Ｏ璇
愛園 149 四技行一真. 41061113 黃Ｏ婷
愛園 150 四技行一真. 41061116 洪Ｏ珍
愛園 151 四技行一真. 41061119 許Ｏ凌
愛園 152 四技行一真. 41061122 游Ｏ萱
愛園 153 四技語一真. 41071108 陳Ｏ柔
愛園 154 四技語一真. 41071129 劉Ｏ妤
愛園 155 四技語一真. 41071131 朱Ｏ嬅
愛園 156 四技語一真. 41071145 黃Ｏ菽
愛園 157 四技餐一真. 41081120 張Ｏ文
愛園 158 四技餐一真. 41081124 吳Ｏ琇
愛園 159 四技餐一真. 41081147 劉Ｏ琪
愛園 160 四技餐一善. 41081203 許Ｏ蓁
愛園 161 四技餐一善. 41081213 朱Ｏ玟
愛園 162 四技餐一善. 41081223 吳Ｏ楨
愛園 163 四技餐一美. 41081301 江Ｏ慈
愛園 164 四技餐一美. 41081314 羅Ｏ琳
愛園 165 四技餐一美. 41081315 尤Ｏ妤
愛園 166 四技企一真. 41091108 張Ｏ涵
愛園 167 四技企一真. 41091110 陳Ｏ苓
愛園 168 四技企一真. 41091111 莊Ｏ甯
愛園 169 四技企一真. 41091115 黃Ｏ欣
愛園 170 四技企一真. 41091118 劉Ｏ王寧
愛園 171 四技企一真. 41091127 呂Ｏ雲
愛園 172 四技企一真. 41091128 黃Ｏ蓉
愛園 173 四技企一真. 41091140 李Ｏ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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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174 四技企一真. 41091142 吳Ｏ璇
愛園 175 夜二技妝三真 A1007129 巫Ｏ涵
愛園 176 夜二專妝一真 B1007105 王Ｏ曦
愛園 177 夜二專妝一真 B1007110 蘇Ｏ婷
愛園 178 夜二專妝一真 B1007111 廖Ｏ儀
愛園 179 夜四技休閒一真 F1005142 許Ｏ真

光華樓6-8人雅房 依學號排序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光華 1 五專行一真. 51061101 蕭Ｏ媄
光華 2 四技語四善. 40771240 連Ｏ瑤
光華 3 四技休閒三善. 40805256 劉Ｏ熙
光華 4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17 魏Ｏ儀
光華 5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38 范Ｏ祺
光華 6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03 劉Ｏ妤
光華 7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2 黃Ｏ芊
光華 8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60 劉Ｏ怡
光華 9 四技觀一真. 41003141 邱Ｏ詒
光華 10 四技休閒一善. 41005204 林Ｏ臻
光華 11 四技休閒一善. 41005210 陳Ｏ燁
光華 12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21 包Ｏ琪
光華 13 四技妝一真. 41007101 吳Ｏ珍
光華 14 四技妝一真. 41007159 李Ｏ潔
光華 15 四技妝一善. 41007201 孫Ｏ雯
光華 16 四技妝一善. 41007202 周Ｏ蓁
光華 17 四技妝一善. 41007204 廖Ｏ玲
光華 18 四技妝一善. 41007237 林Ｏ縝
光華 19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34 陳Ｏ慈
光華 20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8 游Ｏ恩
光華 21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35 黃Ｏ真
光華 22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09 吳Ｏ淳
光華 23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12 李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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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 24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21 李Ｏ
光華 25 四技機一真. 41011165 許Ｏ芮
光華 26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06 賴Ｏ甄
光華 27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15 曾Ｏ鈞
光華 28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21 楊Ｏ婕
光華 29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69 黃Ｏ意
光華 30 四技資一真. 41051109 陳Ｏ晴
光華 31 四技行一真. 41061104 鄭Ｏ菱
光華 32 四技語一真. 41071111 黃Ｏ婷
光華 33 四技語一真. 41071135 張Ｏ容
光華 34 四技語一真. 41071139 魏Ｏ誼
光華 35 四技語一真. 41071144 林Ｏ妏
光華 36 四技語一真. 41071148 陳Ｏ育
光華 37 四技餐一善. 41081243 李Ｏ蓓
光華 38 四技餐一美. 41081324 高Ｏ怡
光華 39 四技餐一美. 41081332 江Ｏ榆

愛園大樓備取名單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備取 1 四技觀一真. 41003125 林Ｏ辰
備取 2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24 蔡Ｏ紋
備取 3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4 馬Ｏ涵
備取 4 四技觀一真. 41003117 莊Ｏ鈞
備取 5 四技妝一真. 41007107 蔡Ｏ芸
備取 6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8 游Ｏ芬
備取 7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8 許Ｏ婷
備取 8 四技妝一真. 41007104 藍Ｏ茹
備取 9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20 黃Ｏ瑜
備取 10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5 陳Ｏ妤
備取 11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7 莊Ｏ瑜
備取 12 四技妝一善. 41007207 林Ｏ文
備取 13 四技妝一善. 41007208 徐Ｏ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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