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1001 王○心 生物醫學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2 811002 江○瑩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甜點裝飾 簡報設計

3 811003 吳○娫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甜點裝飾

4 811004 吳○儒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口語表達 文創設計

5 811085 周○沂 進階程式語言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6 811087 施○嘉 生物醫學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7 811118 趙○芯 航太科技導論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8 811011 張○瑜 生物醫學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9 811024 葉○妘 航太科技導論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10 811014 張○庭 航太科技導論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11 811018 陳○茹 航太科技導論 英文讀本初階 簡報設計

12 811019 陳○云 進階程式語言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13 811022 黃○萱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4 811028 朱○葳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食藝生活 文創設計

15 811035 陳○陞 航太科技導論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16 811030 施○璿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7 811039 葉○翰 航太科技導論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巧飲生活

18 811040 賴○宸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9 811006 林○晏 航太科技導論 英文讀本初階 文創設計

20 811089 張○喬 生物醫學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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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1041 李○熙 進階程式語言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2 811047 高○淳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3 811005 林○婕 生物醫學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4 811007 林○涵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5 811044 林○瑤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巧飲生活

6 811008 林○涵 進階程式語言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7 811010 張○蓁 美學與設計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8 811012 張○心 美學與設計 英文讀本初階 食藝生活

9 811090 張○鱗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10 811015 郭○蓁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11 811016 陳○均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2 811017 陳○儒 生物醫學 甜點裝飾 食藝生活

13 811020 游○嫻 生物醫學 文創設計 食藝生活

14 811023 楊○安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5 811139 謝○薰 美學與設計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16 811150 李○宸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食藝生活 文創設計

17 811055 樊○榛 生物醫學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18 811060 蘇○絡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19 811038 黃○軒 航太科技導論 文創設計 食藝生活

20 811137 王○昊 美學與設計 巧飲生活 簡報設計

21 811027 王○定 美學與設計 文創設計 簡報設計

22 811031 洪○展 生物醫學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23 811032 陳○恩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口語表達 巧飲生活

24 811029 余○睿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食藝生活 甜點裝飾

25 811078 葉○豪 生物醫學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文創設計

26 811120 許○郁 進階程式語言 口語表達 食藝生活

27 811037 黃○恩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食藝生活

28 811079 葉○凱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食藝生活

29 811106 詹○維 美學與設計 文創設計 食藝生活

30 811107 劉○維 生物醫學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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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1025 廖○霓 美學與設計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文創設計

2 811084 呂○秀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文創設計

3 811042 李○瑀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巧飲生活 甜點裝飾

4 811086 邱○庭 航太科技導論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5 811082 王○琪 美學與設計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7 811091 許○ 美學與設計 口語表達 文創設計

8 811092 陳○欣 生物醫學 甜點裝飾 文創設計

9 811021 黃○軒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0 811093 葉○君 生物醫學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11 811094 劉○瑄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甜點裝飾

12 811095 蔡○臻 美學與設計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食藝生活

13 811096 蔡○瑄 美學與設計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4 811146 廖○智 美學與設計 甜點裝飾 食藝生活

15 811098 戴○柔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食藝生活

16 811099 嚴○荃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甜點裝飾 食藝生活

17 811100 蘇○綾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18 811110 簡○諺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簡報設計

19 811102 江○緯 航太科技導論 食藝生活 簡報設計

20 811114 林○廷 生物醫學 文創設計 英文讀本中階

21 811068 洪○佑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英文讀本初階 食藝生活

22 811103 許○豪 美學與設計 文創設計 英文讀本中階

23 811069 郭○興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英文讀本初階 食藝生活

24 811104 陳○宸 航太科技導論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25 811111 魏○逸 美學與設計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26 811080 趙○勛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食藝生活

27 811116 屠○楚 美學與設計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28 811109 謝○澄 美學與設計 食藝生活 文創設計

29 811148 吳○瑩 進階程式語言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食藝生活

30 811149 楊○閎 進階程式語言 食藝生活 文創設計

31 811062 古○博 美學與設計 食藝生活 甜點裝飾

33 811059 魏○佑 美學與設計 巧飲生活 甜點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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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1083 江○恩 航太科技導論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2 811043 李○筠 航太科技導論 巧飲生活 簡報設計

3 811048 張○婷 航太科技導論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4 811147 陳○儀 生物醫學 英文讀本初階 巧飲生活

5 811119 林○妤 進階程式語言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6 811026 劉○均 進階程式語言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7 811058 魏○廷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巧飲生活

8 811049 陳○臻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文創設計

9 811050 陳○淳 航太科技導論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10 811067 林○右 生物醫學 巧飲生活 文創設計

11 811033 陳○翰 航太科技導論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12 811053 黃○慈 進階程式語言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3 811054 劉○宣 航太科技導論 巧飲生活 甜點裝飾

14 811075 黃○銘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文創設計 巧飲生活

15 811034 陳○翰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16 811140 謝○諺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文創設計 食藝生活

17 811141 林○葦 航太科技導論 食藝生活 甜點裝飾

18 811081 劉○峻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19 811061 王○淵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20 811073 陳○牧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口語表達 文創設計

21 811138 陳○昇 生物醫學 食藝生活 文創設計

22 811064 林○斌 生物醫學 甜點裝飾 巧飲生活

23 811036 游○驊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食藝生活 甜點裝飾

24 811074 游○光 美學與設計 文創設計 簡報設計

25 811115 張○綸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文創設計 英文讀本中階

26 811070 陳○倫 航太科技導論 食藝生活 巧飲生活

27 811071 陳○愷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甜點裝飾

28 811077 楊○瑜 進階程式語言 巧飲生活 簡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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