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生愛園大樓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男愛園 1 四技資工一真. 41031106 張Ｏ翊

男愛園 2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48 陳Ｏ天

男愛園 3 四技演藝一真. 41009104 陳Ｏ翔

男愛園 4 四技餐一真. 41081126 吳Ｏ偉

男愛園 5 四技電通一善. 41002206 王Ｏ瑋

男愛園 6 四技電一善. 41021240 彭Ｏ恩

男愛園 7 四技機一真. 41011114 薛Ｏ彬

男愛園 8 四技車一善. 41012248 廖Ｏ晟

男愛園 9 四技資一真. 41051121 李Ｏ穎

男愛園 10 四技資一真. 41051136 林Ｏ修

男生光華樓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男光華 1 夜四技機車輛組一真 F1012140 賴Ｏ嘉

男光華 2 五專語四真. 50771105 盧Ｏ劭

男光華 3 五專行二真. 50961123 陳Ｏ融

男光華 4 四技資工延修 40631215 徐Ｏ皓

男光華 5 四技車四善. 40712435 蔡Ｏ豪

男光華 6 四技餐四真. 40781149 陳Ｏ宇

110學年度城市大學住宿候補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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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填寫入宿時間預約登記表單：

https://forms.gle/dtpdWgeEJtHKtcUHA

3-1



男光華 7 四技企三真. 40891151 劉 Ｏ

男光華 8 四技電通二真. 40902151 梁Ｏ華

男光華 9 四技車二善. 40912227 施Ｏ緯

男光華 10 四技音樂二善. 40914250 施Ｏ瑋

男光華 11 四技資工二真. 40931138 黃Ｏ誠

男光華 12 四技餐二美. 40981334 李Ｏ逸

男光華 13 四技電通四真. F0721155 廖Ｏ緯

男光華 14 夜四技機車輛組二真 F0911128 陳Ｏ東

男光華 15 四技企二真. F0924121 陳Ｏ偉

男光華 16 四技行二真. F0931157 陳Ｏ賢

女生愛園大樓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女愛園 1 四技觀一真. 41003125 林Ｏ辰

女愛園 2 四技音樂一真. 41014124 蔡Ｏ紋

女愛園 3 四技烘焙學程一真. 41010114 馬Ｏ涵

女愛園 4 四技觀一真. 41003117 莊Ｏ鈞

女愛園 5 四技妝一真. 41007107 蔡Ｏ芸

女愛園 6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8 游Ｏ芬

女愛園 7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8 許Ｏ婷

女愛園 8 四技妝一真. 41007104 藍Ｏ茹

女愛園 9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20 黃Ｏ瑜

女愛園 10 四技數媒一善. 41001215 陳Ｏ妤

女愛園 11 四技演藝一善. 41009227 莊Ｏ瑜

女愛園 12 四技妝一善. 41007207 林Ｏ文

女愛園 13 四技妝一善. 41007208 徐Ｏ凱

女愛園 14 夜四技語一真 F1071136 簡Ｏ琦

女愛園 15 四技會展學程一真. 41008115 梁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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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光華樓
宿別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女光華 1 四技妝一善. 41007203 吳Ｏ如 轉光華

女光華 2 四技烘焙學程一善. 41010222 沈Ｏ瑋 轉光華

女光華 3 四技旅館學程四真. 40713143 賴Ｏ晴

女光華 4 四技企四真. 40791138 鄭Ｏ晴

女光華 5 四技行三真. 40861135 王Ｏ喬

女光華 6 四技數媒二真. 40901138 潘Ｏ妍

女光華 7 四技妝二真. 40907105 謝Ｏ妍

女光華 8 四技妝二真. 40907165 高Ｏ芸

女光華 9 四技烘焙學程二真. 40910141 吳Ｏ芬

女光華 10 五專資訊三真. 50831116 郭Ｏ琇

女光華 11 夜二技妝三真 A1007156 羅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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