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加工三忠 910201 朱OO 玩轉小紅磚

加工三忠 910202 吳OO 基礎韓文

加工三忠 910203 李OO 玩轉小紅磚

加工三忠 910204 杜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加工三忠 910205 林OO 基礎韓文

加工三忠 910206 林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加工三忠 910207 侯OO 玩轉小紅磚

加工三忠 910209 孫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10 徐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加工三忠 910211 翁OO 書審面試㇐把罩

加工三忠 910212 高OO 玩轉小紅磚

加工三忠 910213 張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加工三忠 910214 莊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15 許OO 書審面試㇐把罩

加工三忠 910216 許OO 基礎韓文

加工三忠 910217 郭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18 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20 陳OO 基礎韓文

加工三忠 910221 陳OO 玩轉小紅磚

加工三忠 910222 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23 曾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24 曾OO 基礎韓文

加工三忠 910225 黃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加工三忠 910226 黃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27 黃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加工三忠 910228 劉OO 玩轉小紅磚

加工三忠 910229 蔡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30 蔡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31 魏OO 寵物造型DIY

加工三忠 910232 羅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忠 910233 蘇OO 基礎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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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加工三孝 910301 王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02 王OO 衛生教育

加工三孝 910303 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04 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05 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06 李OO 書審面試㇐把罩

加工三孝 910308 周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09 周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10 林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11 林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加工三孝 910312 邱OO 書審面試㇐把罩

加工三孝 910313 邱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14 胡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15 翁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加工三孝 910316 張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加工三孝 910318 陳OO 職場英文

加工三孝 910319 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20 陳OO 職場英文

加工三孝 910321 陳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加工三孝 910323 馮OO 寵物造型DIY

加工三孝 910324 黃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加工三孝 910325 黃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加工三孝 910326 黃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加工三孝 910327 楊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加工三孝 910329 蔡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加工三孝 910330 謝OO 書審面試㇐把罩

加工三孝 910331 蘇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加工三孝 910332 蘇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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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造園三忠 910401 王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02 王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造園三忠 910403 王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04 王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05 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造園三忠 910406 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造園三忠 910407 李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造園三忠 910408 李OO 衛生教育

造園三忠 910409 邱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造園三忠 910410 邱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造園三忠 910411 邱OO 衛生教育

造園三忠 910412 洪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造園三忠 910413 胡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14 張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15 郭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16 郭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造園三忠 910417 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造園三忠 910418 陳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造園三忠 910419 陳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21 黃OO 自主學習

造園三忠 910422 黃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23 黃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24 黃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25 黃OO 雲端應用

造園三忠 910426 楊OO 衛生教育

造園三忠 910427 楊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28 楊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29 楊OO 衛生教育

造園三忠 910430 葉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造園三忠 910431 劉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造園三忠 910432 鄭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造園三忠 910433 江OO 基礎韓文

造園三忠 910434 吳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造園三忠 910435 陳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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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畜保三忠 910503 卓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04 林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畜保三忠 910505 林OO 職場英文

畜保三忠 910506 邱OO 職場英文

畜保三忠 910507 徐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08 莊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09 許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畜保三忠 910510 許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畜保三忠 910511 郭OO 基礎韓文

畜保三忠 910512 郭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13 陳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14 陳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畜保三忠 910515 陳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16 陳OO 職場英文

畜保三忠 910517 陳OO 職場英文

畜保三忠 910518 陳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畜保三忠 910519 陳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畜保三忠 910520 陳OO 職場英文

畜保三忠 910521 陳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22 陳OO 職場英文

畜保三忠 910523 陳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24 陳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畜保三忠 910526 潘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畜保三忠 910527 蔡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畜保三忠 910528 蔡OO 職場英文

畜保三忠 910529 盧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30 魏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31 龐OO 寵物造型DIY

畜保三忠 910532 莊OO 寵物造型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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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機械三忠 910601 王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02 王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03 王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04 王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06 李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07 李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08 李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09 林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10 謝OO 玩轉小紅磚

機械三忠 910611 林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12 林OO 書審面試㇐把罩

機械三忠 910613 邱OO 基礎韓文

機械三忠 910614 侯OO 基礎韓文

機械三忠 910615 胡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16 梁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17 許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忠 910618 陳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19 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20 陳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21 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22 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23 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24 曾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25 黃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26 葉OO 基礎韓文

機械三忠 910627 劉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28 簡OO 衛生教育

機械三忠 910629 顏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機械三忠 910630 魏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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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機械三孝 910701 方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02 方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03 方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05 王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06 石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07 吳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08 李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10 林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機械三孝 910711 林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12 林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13 翁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14 莊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15 郭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16 陳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17 陳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機械三孝 910718 陳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19 陳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20 陳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21 曾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22 黃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機械三孝 910723 黃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24 蔡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25 蔡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機械三孝 910726 鄧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27 鄭OO 寵物造型DIY

機械三孝 910728 林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機械三孝 910729 蘇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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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電子三忠 910801 王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子三忠 910802 王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03 向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04 吳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子三忠 910805 吳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06 李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忠 910807 林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08 林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09 林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10 徐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11 高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12 張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忠 910813 莊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15 郭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16 郭OO 職場英文

電子三忠 910817 陳OO 雲端應用

電子三忠 910818 陳OO 職場英文

電子三忠 910819 陳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20 陳OO 雲端應用

電子三忠 910821 陳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子三忠 910823 黃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24 黃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25 葉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子三忠 910826 蔡OO 雲端應用

電子三忠 910827 鄭OO 雲端應用

電子三忠 910828 鄭OO 雲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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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電子三孝 910902 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03 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05 周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06 周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08 林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子三孝 910909 林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電子三孝 910910 林OO 自主學習

電子三孝 910911 林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電子三孝 910912 邱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電子三孝 910913 洪OO 健身-飛輪車

電子三孝 910915 張OO 書審面試㇐把罩

電子三孝 910916 許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17 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18 陳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電子三孝 910919 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20 陳OO杙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21 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23 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24 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25 楊OO 職場英文

電子三孝 910926 鄭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子三孝 910927 蕭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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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電機三忠 911001 王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機三忠 911002 王OO 健身-飛輪車

電機三忠 911003 王OO 健身-飛輪車

電機三忠 911004 王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忠 911005 朱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06 吳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電機三忠 911007 李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08 李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09 李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機三忠 911010 辛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11 周OO 雲端應用

電機三忠 911012 林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13 林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忠 911014 林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15 張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16 許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17 郭OO 衛生教育

電機三忠 911018 郭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19 郭OO 健身-飛輪車

電機三忠 911020 郭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21 陳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22 陳OO 健身-飛輪車

電機三忠 911023 陳OO 健身-飛輪車

電機三忠 911024 陳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25 黃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26 黃OO 健身-飛輪車

電機三忠 911027 黃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28 楊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忠 911029 鄒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忠 911030 鄭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忠 911031 鄭OO 衛生教育

電機三忠 911033 謝OO 基礎韓文

電機三忠 911034 謝OO 健身-飛輪車

電機三忠 911035 蘇OO 衛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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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電機三孝 911101 王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機三孝 911102 王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03 王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機三孝 911104 王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機三孝 911105 吳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機三孝 911106 吳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電機三孝 911107 吳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機三孝 911108 吳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09 李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機三孝 911111 林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機三孝 911114 洪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電機三孝 911115 洪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機三孝 911117 張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機三孝 911119 許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20 陳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21 陳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23 陳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24 陳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25 黄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機三孝 911126 黃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27 楊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28 楊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30 劉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31 謝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32 簡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911133 蘇OO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電機三孝 911134 蘇OO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電機三孝 計數 27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土木三忠 911201 王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02 王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03 吳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土木三忠 911205 吳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07 李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09 李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土木三忠 911212 姜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13 施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土木三忠 911215 洪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16 張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17 莊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19 陳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20 陳OO 自主學習

土木三忠 911222 陳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23 陳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24 陳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28 黃OO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土木三忠 911231 劉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911232 鄭OO 玩轉小紅磚

土木三忠 計數 19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電圖三忠 911301 王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電圖三忠 911302 王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圖三忠 911303 王OO 書審面試㇐把罩

電圖三忠 911304 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電圖三忠 911306 沈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電圖三忠 911307 周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電圖三忠 911309 洪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電圖三忠 911311 孫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電圖三忠 911312 馬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電圖三忠 911315 郭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電圖三忠 911316 陳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電圖三忠 911317 陳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電圖三忠 911318 黃OO 職場英文

電圖三忠 911319 黃OO 寵物造型DIY

電圖三忠 911320 蔡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電圖三忠 911321 蔡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電圖三忠 911322 蔡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電圖三忠 911323 鄭OO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電圖三忠 911324 鄭OO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電圖三忠 911325 謝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圖三忠 911326 顏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電圖三忠 計數 21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電圖三孝 911402 方OO 玩轉小紅磚

電圖三孝 911403 王OO 健身-飛輪車

電圖三孝 911407 李OO 健身-飛輪車

電圖三孝 911408 李OO 玩轉小紅磚

電圖三孝 911409 周OO 健身-飛輪車

電圖三孝 911410 林OO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生活化學DIY

電圖三孝 911412 涂OO 健康飲食設計DIY

電圖三孝 911413 梁OO 衛生教育

電圖三孝 911414 梁OO 健身-飛輪車

電圖三孝 911415 陳OO 健身-飛輪車

電圖三孝 911416 陳OO 衛生教育

電圖三孝 911417 陳OO 衛生教育

電圖三孝 911418 陳OO 衛生教育

電圖三孝 911419 黃OO 玩轉小紅磚

電圖三孝 911422 黃OO 衛生教育

電圖三孝 911423 黃OO 健身-飛輪車

電圖三孝 911424 蘇OO 健身-飛輪車

電圖三孝 計數 17



班級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電商三忠 911501 方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02 王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03 王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04 吳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05 吳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商三忠 911507 李OO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電商三忠 911508 林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09 林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10 林OO 輪系的生活應用

電商三忠 911511 紀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商三忠 911512 晏OO 書審面試㇐把罩

電商三忠 911513 馬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14 張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15 張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16 張OO 書審面試㇐把罩

電商三忠 911517 梁OO 書審面試㇐把罩

電商三忠 911518 莊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19 陳OO 基礎韓文

電商三忠 911520 陳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21 彭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22 黃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23 黃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24 黃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25 楊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26 趙OO 基礎韓文

電商三忠 911527 蔡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28 蔡OO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電商三忠 911529 賴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30 鍾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31 顏OO 雲端應用

電商三忠 911532 蘇OO 雲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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