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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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71112 陳Ｏ諺
愛園 2 五專語一真. 51071119 陳Ｏ恩
愛園 3 五專餐一真. 51081101 陳Ｏ恩
愛園 4 五專餐一真. 51081108 李Ｏ恩
愛園 5 五專餐一真. 51081136 廖Ｏ誠
愛園 6 四技演藝二善. 40909254 蔡Ｏ恩
愛園 7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18 張Ｏ閎
愛園 8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19 蔡Ｏ弘
愛園 9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20 黃Ｏ翰
愛園 10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23 蔡Ｏ綸
愛園 11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01 蔡Ｏ翰
愛園 12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4 蔡Ｏ玨
愛園 13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22 吳Ｏ憲

110學年度城市大學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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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35 徐Ｏ佑
愛園 15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43 蔡Ｏ融
愛園 16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01 洪Ｏ傑
愛園 17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05 陳Ｏ宇
愛園 18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06 林Ｏ廷
愛園 19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07 宋Ｏ霆
愛園 20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08 張Ｏ宇
愛園 21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10 蘇Ｏ晟
愛園 22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11 彭Ｏ凱
愛園 23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23 鄭Ｏ元
愛園 24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27 黃Ｏ真
愛園 25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34 楊Ｏ樺
愛園 26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35 許Ｏ豪
愛園 27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64 張Ｏ恩
愛園 28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65 廖Ｏ為
愛園 29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04 葉Ｏ端
愛園 30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10 傅Ｏ語
愛園 31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13 許Ｏ凱
愛園 32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27 余Ｏ樺
愛園 33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28 周Ｏ惟
愛園 34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29 孫Ｏ駿
愛園 35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30 許Ｏ鈞
愛園 36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36 鍾Ｏ成
愛園 37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38 周Ｏ閎
愛園 38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43 張Ｏ皓
愛園 39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45 粘Ｏ端
愛園 40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46 林Ｏ承
愛園 41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47 何Ｏ緯
愛園 42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50 韓Ｏ鑫
愛園 43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51 高Ｏ濬
愛園 44 四技觀一真. 41003136 王Ｏ甫
愛園 45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03 李Ｏ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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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46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09 粘Ｏ愷
愛園 47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11 許Ｏ恩
愛園 48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12 林Ｏ億
愛園 49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18 林Ｏ豪
愛園 50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29 李Ｏ儒
愛園 51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55 簡Ｏ彥
愛園 52 四技休閒一善. 41005217 呂Ｏ翔
愛園 53 四技休閒一善. 41005235 杜Ｏ偉
愛園 54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04 陳Ｏ翔
愛園 55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09 蘇Ｏ宗
愛園 56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11 李Ｏ緯
愛園 57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16 張Ｏ儀
愛園 58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17 邱Ｏ翔
愛園 59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30 廖Ｏ傑
愛園 60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31 范Ｏ傑
愛園 61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33 林Ｏ哲
愛園 62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35 彭Ｏ翔
愛園 63 四技妝一真. 41007135 黄Ｏ丞
愛園 64 四技妝一善. 41007255 魏Ｏ和
愛園 65 四技妝一善. 41007261 王Ｏ玄
愛園 66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05 鍾Ｏ展
愛園 67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06 羅Ｏ勛
愛園 68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07 張Ｏ傑
愛園 69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18 唐Ｏ傑
愛園 70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23 高Ｏ強
愛園 71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24 蘇Ｏ翔
愛園 72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03 王Ｏ皓
愛園 73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08 吳Ｏ毅
愛園 74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11 林Ｏ孝
愛園 75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12 林Ｏ成
愛園 76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18 楊Ｏ杰
愛園 77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25 李Ｏ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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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78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31 蔡Ｏ翔
愛園 79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40 王Ｏ誠
愛園 80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42 陳Ｏ豪
愛園 81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47 林Ｏ憲
愛園 82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49 楊Ｏ宇
愛園 83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04 陳Ｏ翰
愛園 84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14 張Ｏ宸
愛園 85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15 林Ｏ宇
愛園 86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16 吳Ｏ榮
愛園 87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0 林Ｏ峻
愛園 88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4 莊Ｏ恩
愛園 89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5 彭Ｏ皓
愛園 90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6 陽Ｏ憲
愛園 91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42 黃Ｏ楓
愛園 92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1 游Ｏ鵬
愛園 93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20 孫Ｏ政
愛園 94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08 姚Ｏ茗
愛園 95 四技機一真. 41011104 張Ｏ智
愛園 96 四技機一真. 41011106 蘇Ｏ赫
愛園 97 四技機一真. 41011116 謝Ｏ佑
愛園 98 四技機一真. 41011128 陳Ｏ傑
愛園 99 四技機一真. 41011129 曹Ｏ麟
愛園 100 四技機一真. 41011130 薛Ｏ文
愛園 101 四技機一真. 41011131 王Ｏ信
愛園 102 四技機一真. 41011144 朱Ｏ德
愛園 103 四技機一真. 41011147 侯Ｏ丞
愛園 104 四技機一真. 41011159 葉Ｏ博
愛園 105 四技車一真. 41012107 鄭Ｏ鴻
愛園 106 四技車一真. 41012115 陳Ｏ龍
愛園 107 四技車一真. 41012116 林Ｏ鋒
愛園 108 四技車一真. 41012117 莊Ｏ富
愛園 109 四技車一真. 41012127 楊Ｏ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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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110 四技車一真. 41012132 林Ｏ傑
愛園 111 四技車一真. 41012137 陳Ｏ叡
愛園 112 四技車一真. 41012138 卓Ｏ愷
愛園 113 四技車一真. 41012139 張Ｏ閔
愛園 114 四技車一真. 41012142 林Ｏ任
愛園 115 四技車一真. 41012143 黃Ｏ明
愛園 116 四技車一真. 41012151 柯Ｏ猇
愛園 117 四技車一真. 41012154 蘇Ｏ穎
愛園 118 四技車一善. 41012201 吳Ｏ謙
愛園 119 四技車一善. 41012202 張Ｏ旂
愛園 120 四技車一善. 41012203 馬Ｏ安
愛園 121 四技車一善. 41012204 黃Ｏ鈞
愛園 122 四技車一善. 41012205 郭Ｏ豪
愛園 123 四技車一善. 41012206 黃Ｏ佑
愛園 124 四技車一善. 41012210 黃Ｏ侑
愛園 125 四技車一善. 41012228 呂Ｏ穎
愛園 126 四技車一善. 41012229 李Ｏ鵬
愛園 127 四技車一善. 41012230 翁Ｏ勝
愛園 128 四技車一善. 41012231 莊Ｏ平
愛園 129 四技車一善. 41012246 江Ｏ全
愛園 130 四技車一善. 41012250 謝Ｏ羲
愛園 131 四技車一善. 41012252 呂Ｏ熏
愛園 132 四技車一善. 41012253 蔡Ｏ宏
愛園 133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07 林Ｏ峰
愛園 134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09 蔡Ｏ志
愛園 135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15 江Ｏ元
愛園 136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19 江Ｏ軒
愛園 137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20 吳Ｏ鴻
愛園 138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31 黃Ｏ豪
愛園 139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38 郭Ｏ杰
愛園 140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04 史Ｏ廉
愛園 141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05 陳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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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142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07 任Ｏ遠
愛園 143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18 胡Ｏ馴
愛園 144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19 鄭Ｏ弘
愛園 145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22 高Ｏ清
愛園 146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33 廖Ｏ漢
愛園 147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42 陳Ｏ儕
愛園 148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45 陳Ｏ宇
愛園 149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46 廖Ｏ翔
愛園 150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48 陳Ｏ年
愛園 151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49 莊Ｏ崴
愛園 152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57 黃Ｏ升
愛園 153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58 劉Ｏ緯
愛園 154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62 劉Ｏ一
愛園 155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01 朱Ｏ宸
愛園 156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02 陳Ｏ維
愛園 157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06 黃Ｏ勳
愛園 158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08 蔡Ｏ佑
愛園 159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16 張Ｏ維
愛園 160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25 廖Ｏ威
愛園 161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26 周Ｏ裕
愛園 162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29 李Ｏ毅
愛園 163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35 張Ｏ豪
愛園 164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37 張Ｏ程
愛園 165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41 鐘Ｏ
愛園 166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48 黃Ｏ文
愛園 167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60 卓Ｏ勳
愛園 168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61 陳Ｏ
愛園 169 四技電一真. 41021101 洪Ｏ豪
愛園 170 四技電一真. 41021102 周Ｏ業
愛園 171 四技電一真. 41021108 趙Ｏ睿
愛園 172 四技電一真. 41021109 陳Ｏ志
愛園 173 四技電一真. 41021110 何Ｏ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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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174 四技電一真. 41021111 羅Ｏ程
愛園 175 四技電一真. 41021112 王Ｏ宇
愛園 176 四技電一真. 41021115 廖Ｏ宏
愛園 177 四技電一真. 41021116 劉Ｏ杰
愛園 178 四技電一真. 41021117 林Ｏ宸
愛園 179 四技電一真. 41021118 蔡Ｏ弘
愛園 180 四技電一真. 41021119 江Ｏ豪
愛園 181 四技電一真. 41021120 詹Ｏ祥
愛園 182 四技電一真. 41021123 詹Ｏ軒
愛園 183 四技電一真. 41021124 王Ｏ威
愛園 184 四技電一真. 41021126 張Ｏ辰
愛園 185 四技電一真. 41021127 廖Ｏ哲
愛園 186 四技電一真. 41021129 孫Ｏ彬
愛園 187 四技電一真. 41021130 蔡Ｏ廉
愛園 188 四技電一真. 41021134 陳Ｏ傑
愛園 189 四技電一真. 41021135 莊Ｏ瑋
愛園 190 四技電一真. 41021136 崔Ｏ群
愛園 191 四技電一真. 41021138 吳Ｏ安
愛園 192 四技電一善. 41021201 謝Ｏ恩
愛園 193 四技電一善. 41021202 張Ｏ賀
愛園 194 四技電一善. 41021208 溫Ｏ禾
愛園 195 四技電一善. 41021209 廖Ｏ鑫
愛園 196 四技電一善. 41021211 張Ｏ宣
愛園 197 四技電一善. 41021221 莊Ｏ嵂
愛園 198 四技電一善. 41021229 張Ｏ綸
愛園 199 四技電一善. 41021231 張Ｏ達
愛園 200 四技電一善. 41021232 廖Ｏ嘉
愛園 201 四技電一善. 41021235 林Ｏ吉
愛園 202 四技電一善. 41021241 王Ｏ成
愛園 203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05 陳Ｏ諹
愛園 204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07 李Ｏ樺
愛園 205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13 呂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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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206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27 覃Ｏ棕
愛園 207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31 尤Ｏ逸
愛園 208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43 孫Ｏ倫
愛園 209 四技資工一善. 41031222 卓Ｏ翔
愛園 210 四技資一真. 41051104 黃Ｏ威
愛園 211 四技資一真. 41051105 呂Ｏ運
愛園 212 四技資一真. 41051107 許Ｏ堂
愛園 213 四技資一真. 41051108 朱Ｏ霆
愛園 214 四技資一真. 41051119 吳Ｏ安
愛園 215 四技資一真. 41051125 簡Ｏ益
愛園 216 四技資一真. 41051131 馬Ｏ越
愛園 217 四技資一真. 41051133 吳Ｏ謀
愛園 218 四技行一真. 41061103 劉Ｏ榛
愛園 219 四技行一真. 41061106 楊Ｏ凱
愛園 220 四技行一真. 41061117 李Ｏ恩
愛園 221 四技行一真. 41061125 周Ｏ榮
愛園 222 四技行一真. 41061129 宋Ｏ叡
愛園 223 四技行一真. 41061135 吳Ｏ峯
愛園 224 四技行一真. 41061141 曾Ｏ皓
愛園 225 四技語一真. 41071106 蔡Ｏ晟
愛園 226 四技語一真. 41071121 許Ｏ瑋
愛園 227 四技語一真. 41071138 游Ｏ宇
愛園 228 四技語一真. 41071149 周Ｏ禹
愛園 229 四技餐一真. 41081113 楊Ｏ和
愛園 230 四技餐一真. 41081114 范Ｏ祥
愛園 231 四技餐一真. 41081116 謝Ｏ佑
愛園 232 四技餐一真. 41081119 郭Ｏ揚
愛園 233 四技餐一真. 41081134 彭Ｏ欣
愛園 234 四技餐一真. 41081135 楊Ｏ諭
愛園 235 四技餐一真. 41081136 黃Ｏ烜
愛園 236 四技餐一真. 41081148 王Ｏ嘉
愛園 237 四技餐一善. 41081211 洪Ｏ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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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園 238 四技餐一善. 41081214 郭Ｏ宥
愛園 239 四技餐一善. 41081215 蔡Ｏ庭
愛園 240 四技餐一善. 41081219 羅Ｏ維
愛園 241 四技餐一善. 41081225 簡Ｏ修
愛園 242 四技餐一善. 41081227 游Ｏ宏
愛園 243 四技餐一善. 41081234 曾Ｏ宏
愛園 244 四技餐一善. 41081242 葉Ｏ閎
愛園 245 四技餐一善. 41081244 廖Ｏ軒
愛園 246 四技餐一善. 41081249 李Ｏ霖
愛園 247 四技餐一美. 41081334 賴Ｏ邑
愛園 248 四技餐一美. 41081342 詹Ｏ祁
愛園 249 四技企一真. 41091112 郭Ｏ瑋
愛園 250 四技企一真. 41091114 徐Ｏ笙
愛園 251 四技企一真. 41091116 林Ｏ燁
愛園 252 四技企一真. 41091126 蔡Ｏ凡
愛園 253 四技企一真. 41091134 何Ｏ毅
愛園 254 四技企一真. 41091141 洪Ｏ荃
愛園 255 夜二技休三真 A1005103 余Ｏ庭
愛園 256 夜二技休三真 A1005121 陳Ｏ齊
愛園 257 夜二專休一真 B1005111 陳Ｏ愷
愛園 258 四技餐四真. F0791248 劉Ｏ全
愛園 259 夜四技休閒一真 F1005102 林ＯＯ廷
愛園 260 夜四技休閒一真 F1005143 張Ｏ
愛園 261 夜四技休閒一真 F1005144 林Ｏ宇
愛園 262 電商碩一真. M1004106 許Ｏ元
愛園 263 電商碩一真. M1004107 李Ｏ銓

男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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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資訊三真. 50831140 陳Ｏ宥
光華 2 五專機一真. 51011106 莫Ｏ宸
光華 3 五專餐一真. 51081107 海Ｏ
光華 4 四技機四真. 40711144 陳Ｏ逸
光華 5 四技資工二真. 40931147 古Ｏ軒
光華 6 四技餐二善. 40981255 李Ｏ福
光華 7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04 趙Ｏ昇
光華 8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06 蕭Ｏ祺
光華 9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12 林Ｏ揚
光華 10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15 趙Ｏ寧
光華 11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36 簡Ｏ泉
光華 12 四技數媒一真. 41001140 黃Ｏ紘
光華 13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14 張Ｏ彰
光華 14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16 項Ｏ勳
光華 15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17 謝Ｏ禎
光華 16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26 廖Ｏ任
光華 17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61 余Ｏ安
光華 18 四技電通一真. 41002162 黃Ｏ閔
光華 19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12 張Ｏ勳
光華 20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22 許Ｏ芳
光華 21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33 林Ｏ宇
光華 22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34 梁Ｏ橙
光華 23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35 林Ｏ晉
光華 24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42 蘇Ｏ尉
光華 25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44 陳Ｏ銓
光華 26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48 尹Ｏ
光華 27 四技休閒一真. 41005159 夏Ｏ傑
光華 28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13 潘Ｏ東
光華 29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25 陳Ｏ維
光華 30 四技休閒一美. 41005332 曾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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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 31 四技妝一真. 41007102 李Ｏ霖
光華 32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04 涂Ｏ元
光華 33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22 張Ｏ崴
光華 34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03 黃Ｏ晴
光華 35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2 李Ｏ宇
光華 36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30 謝Ｏ智
光華 37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06 劉Ｏ明
光華 38 四技機一真. 41011101 趙Ｏ夫
光華 39 四技機一真. 41011109 胡Ｏ權
光華 40 四技車一真. 41012101 安Ｏ豪
光華 41 四技車一真. 41012153 劉Ｏ霆
光華 42 四技車一真. 41012159 王Ｏ宏
光華 43 四技車一善. 41012213 陳Ｏ瑋
光華 44 四技旅館學程一真. 41013108 林Ｏ原
光華 45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16 黃Ｏ行
光華 46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34 許Ｏ恩
光華 47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39 戚Ｏ勝
光華 48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52 余Ｏ晏
光華 49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03 田Ｏ智
光華 50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07 王Ｏ恩
光華 51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13 林Ｏ儒
光華 52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14 楊Ｏ
光華 53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19 張Ｏ嘉
光華 54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21 張Ｏ伯
光華 55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23 唐Ｏ蕘
光華 56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39 尤Ｏ銘
光華 57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46 石Ｏ荃
光華 58 四技音樂一善. 41014255 呂Ｏ倫
光華 59 四技電一善. 41021238 蘇Ｏ嘉
光華 60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39 李Ｏ霖
光華 61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45 張Ｏ祥
光華 62 四技資工一善. 41031234 顏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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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 63 四技資一真. 41051110 楊Ｏ鴻
光華 64 四技資一真. 41051127 楊Ｏ業
光華 65 四技語一真. 41071123 黃Ｏ俊
光華 66 四技語一真. 41071124 陽Ｏ孝
光華 67 四技語一真. 41071125 李Ｏ揚
光華 68 四技餐一真. 41081125 林Ｏ誠
光華 69 四技餐一善. 41081240 洪Ｏ傑
光華 70 四技餐一善. 41081245 林Ｏ翔
光華 71 四技餐一善. 41081246 林Ｏ祥
光華 72 四技餐一美. 41081302 夏Ｏ均
光華 73 四技餐一美. 41081303 李Ｏ佑
光華 74 四技餐一美. 41081337 蔡Ｏ錞
光華 75 四技餐一美. 41081338 何Ｏ安
光華 76 四技餐一美. 41081343 謝Ｏ豪
光華 77 四技企一真. 41091137 吳Ｏ翔
光華 78 夜四技休閒一真 F1005122 高Ｏ勳
光華 79 夜四技行一真 F1061122 林Ｏ致
光華 80 夜四技行一真 F1061123 陳Ｏ嘉
光華 81 夜四技餐一真 F1081104 張Ｏ翔
光華 82 夜四技餐一真 F1081114 賴Ｏ睿
光華 83 機電碩一真. M1001116 林Ｏ宇

愛園大樓備取名單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備取 1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06 張Ｏ翊
備取 2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48 陳Ｏ天
備取 3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04 陳Ｏ翔
備取 4 四技餐一真. 41081126 吳Ｏ偉
備取 5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06 王Ｏ瑋
備取 6 四技電一善. 41021240 彭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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