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學生學號 課程名稱

1 機械三忠 王oo 40502020 創意思考與訓練

2 自控四忠 陳oo 40408026 微積分(1)

3 機械四孝 黃oo 40402054 工程材料

4 電機四孝 賴oo 40405048 控制系統與實務

5 自控四忠 陳oo 40408017 微型社企創業實務

6 商設四忠 黃oo 40429121 女性與藝術

7 廚藝三忠 林oo 40540105 國文(1)

8 多遊三忠 郭oo 40546021 光熱電應用設計

9 行銷四孝 李oo 40417901 活動企劃與撰寫

10 企管四忠 吳oo 40406030 門市經營實務

11 創新碩延 朱oo 60526020 創意專案的模擬與實作

12 旅遊四忠 蘇oo 40434053 旅遊英文(一)

13 企管四忠 邵oo 40406045 休閒產業與個案研究

14 材能三孝 魏oo 40543014 汽車修護

15 材能三孝 謝oo 40543006 先進車輛科技

16 工設四孝 呂oo 40409008 個別學習輔導

17 工設四孝 陳oo 40409044 個別學習輔導

18 工設四孝 蔡oo 40436009 個別學習輔導

19 工設四孝 陳oo 40409006 個別學習輔導

20 工設四孝 葉oo 40409041 個別學習輔導

21 資工三忠 張oo 40515034 個別學習輔導

22 數媒四孝 蔡oo 40422014 個別學習輔導

23 數媒四忠 陳oo 40422055 個別學習輔導

24 數媒四忠 吳oo 40422035 個別學習輔導

25 數媒四忠 汪oo 40422137 個別學習輔導

26 行銷二忠 陳oo 40617015 個別學習輔導

27 行銷二忠 林oo 40617019 個別學習輔導

28 行銷四孝 蔡oo 40417007 個別學習輔導

29 妝管三忠 李oo 40524015 個別學習輔導

30 商設四忠 柯oo 40429040 個別學習輔導

31 資管四忠 石oo 40430031 個別學習輔導

32 企管四忠 陳oo 40406040 個別學習輔導

33 企管四忠 徐oo 40406069 個別學習輔導

34 企管三德 王oo 40506052 個別學習輔導

35 企管四忠 劉oo 40406001 國文(1)

36 行銷四孝 施oo 40417023 商業套裝軟體(1)

37 資管四忠 黃oo 40430033 遊戲人物與場景設計

38 多遊三忠 李oo 40546009 基礎數位影像處理

39 資工二孝 曾oo 40615018 英文聽力與閱讀(1)

40 行銷三忠 顧o 40517013 統計學

41 多遊二孝 吳oo 40646006 基礎電競輔助訓練(實習)

42 電機碩二 方oo 60605003 電力電子乙級證照輔導

43 旅遊三忠 林oo 40534901 證照輔導-領隊實務

44 電機三忠 洪oo 40505021 電腦硬體裝修(丙)

45 觀英三忠 翁oo 40528033 初階英語會話(1)

46 餐管三孝 陳oo 40514206 餐飲英文(2)

47 餐管三孝 洪oo 40514172 餐飲英文(2)

48 妝管四忠 黃oo 40424034 精油學

49 電機四孝 陳oo 40405063 生活美學與書寫

50 餐管三忠 陳oo 40514085 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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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餐管三忠 邱oo 40514084 溝通技巧

52 餐管三忠 陳oo 40514013 職業倫理

53 觀英三忠 胡oo 40528021 英語正音

54 觀英三忠 王oo 40528003 觀光英語(1)

55 觀英三忠 王oo 40528014 英語寫作(1)

56 觀英四忠 陳oo 40428003 專業英語字彙

57 觀英三忠 穆o 40528028 英文文法與習作(1)

58 觀英二忠 陳oo 40628031 溝通表達訓練(1)

59 多遊二孝 朱oo 40646073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概論

60 觀英四忠 康oo 40428032 導遊實務

61 機械四孝 莊oo 40402110 工業安全衛生

62 妝管四忠 徐oo 40424079 環境與生活

63 休閒二忠 趙oo 40632031 運動遊憩體驗

64 妝管四忠 李oo 40424026 研究方法

65 餐管四孝 陳oo 40414129 餐飲英文(2)

66 旅遊三忠 曾oo 40534006 行銷管理

67 行銷四孝 謝oo 40417902 專利培育

68 企管四德 董oo 40406073 勞動法規(2)

69 旅遊四忠 蔡oo 40434022 人力資源管理

70 餐管四忠 許oo 40414135 中式點心與實習

71 資工四忠 林oo 40415034 軟體工程

72 資工四忠 金oo 40415077 科技英文

73 商設四忠 陳oo 40429098 基礎攝影

74 旅遊三忠 馬oo 40534018 服務品質管理

75 妝管四孝 楊oo 40424004 化妝品檢驗實習

76 商設四孝 鄭oo 40429003 商品設計(1)

77 企管四忠 賴oo 40406027 韓文會話(1)

78 工設四孝 楊oo 40409005 田口優化設計

79 資管四孝 許oo 40431047 設計素描

80 廚藝二孝 蘇oo 40640005 廚藝美學(1)

81 資工三忠 胡oo 40515004 程式設計(1)

82 妝管四忠 王oo 40424057 化妝品檢驗實習

83 機械三孝 鄭oo 40502010 工程數學(1)

84 行銷碩一 朱oo 60717009 大數據分析行銷策略

85 行銷碩一 梁oo 60717003 產業發展與實務講座

86 創新四忠 陳oo 40426011 創新商品設計(1)

87 創新四忠 林oo 40426002 茶藝與生活美學

88 創新四忠 羅oo 40426049 企業識別系統開發與設計

89 自控三忠 楊oo 40508016 電子學與實習

90 自控三忠 許oo 40508010 電子學與實習

91 多遊二忠 魯oo 40646034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概論

92 商設四孝 許oo 40429057 皮革創作

93 資管三孝 游oo 40531007 數位生活概論

94 妝管四孝 楊oo 40424072 國文(1)

95 妝管四孝 金oo 40424046 英文閱讀與寫作

96 妝管四孝 陳oo 40424048 英文聽力與閱讀(1)

97 多遊三忠 歐陽oo 40546015 商業套裝軟體(1)

98 行銷碩二 楊oo 60617017 電競體能與保健

99 商設四孝 高oo 40429109 生活商品設計

100 多遊三忠 洪oo 40546019 管理學

101 創新碩延 陳oo 60526019 機構學

102 機械二忠 陳oo 40602045 機械加工實習(2)

103 機械二忠 莊oo 40602058 機械加工實習(2)

104 工設四孝 謝oo 40409033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105 工設四忠 沈OO 40436017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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