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號 學號 姓名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2001 余○庭 巧飲生活 基礎果雕

2 812002 余○瑋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3 812003 吳○芯 旅遊日文 旅遊英文

4 812004 李○萱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5 812005 李○恩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旅遊英文

6 812014 陳○瑄 旅遊日文 城市探索

7 812013 陳○云 英文讀本初階 城市探索

8 812008 洪○佳 旅遊日文 英文讀本中階

10 812028 廖○喬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城市探索

11 812011 張○蓁 旅遊日文 城市探索

12 812026 陳○博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13 812035 鐘○華 英文讀本初階 城市探索

14 812017 王○翔 基礎果雕 城市探索

15 812030 鄭○燁 走讀台中 旅遊英文

16 812033 謝○豪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城市探索

17 812071 柯○嶸 旅遊日文 旅遊英文

18 812034 蘇○恩 走讀台中 旅遊英文

19 812019 李○逸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20 812020 林○勛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城市探索

21 812021 林○榆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22 812022 林○珂 走讀台中 旅遊英文

23 812023 梁○竑 旅遊日文 旅遊英文

24 812024 郭○暟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基礎果雕

25 812025 郭○揚 旅遊日文 城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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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職業類科二年級彈性學習選課結果公告

座號 學號 姓名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2036 王○柔 旅遊日文 城市探索

2 812037 江○琳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3 812038 林○捷 基礎果雕 英文讀本中階

4 812039 徐○妤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5 812040 張○如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7 812042 郭○瑜 走讀台中 旅遊英文

8 812043 廖○敏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旅遊英文

9 812047 鮑○心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10 812045 劉○伶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基礎果雕

11 812064 趙○翔 基礎果雕 巧飲生活

12 812065 劉○廷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13 812048 石○憲 旅遊日文 城市探索

15 812066 劉○祺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16 812051 李○安 基礎果雕 甜點裝飾

17 812052 邱○騏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18 812053 張○倢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19 812054 張○棠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旅遊英文

20 812055 陳○偉 旅遊日文 城市探索

21 812056 陳○岷 旅遊日文 旅遊英文

22 812057 陳○中 英文讀本初階 旅遊英文

23 812058 陳○威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24 812059 温○得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25 812060 黃○筌 走讀台中 旅遊英文

26 812061 楊○旭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27 812068 蕭○中 走讀台中 旅遊英文

29 812074 高○傑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30 812075 李○葦 英文讀本初階 旅遊英文

餐二乙



109-2職業類科二年級彈性學習選課結果公告

座號 學號 姓名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3001 石○羽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英文讀本中階

2 813002 全○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3 813003 江○筠 基礎果雕 城市探索

4 813004 李○婷 甜點裝飾 基礎果雕

5 813021 賴○妤 基礎果雕 城市探索

6 813006 張○辰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7 813022 賴○欣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9 813009 陳○沄 甜點裝飾 基礎果雕

10 813042 張○喬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11 813011 陳○媃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12 813012 程○庭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13 813013 黃○涵 旅遊日文 甜點裝飾

14 813023 謝○蓁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15 813015 黃○芸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16 813024 蘇○璇 基礎果雕 巧飲生活

17 813017 楊○薰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甜點裝飾

18 813018 詹○菱 甜點裝飾 城市探索

19 813019 熊○妮 基礎果雕 城市探索

20 813020 蔡○羽 旅遊日文 甜點裝飾

21 813037 黃○崴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22 813038 詹○程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23 813039 蔡○謙 走讀台中 城市探索

24 813040 鄭○諺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25 813025 江○宏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26 813026 吳○育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28 813028 李○雲 旅遊日文 巧飲生活

29 813043 林○松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30 813030 邱○辰 走讀台中 甜點裝飾

31 813031 姬○勲 基礎果雕 城市探索

32 813032 徐○佑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33 813033 徐○宏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35 813035 陳○銓 英文讀本初階 城市探索

36 813036 陳○展 基礎果雕 甜點裝飾

觀二甲



109-2職業類科二年級彈性學習選課結果公告

座號 學號 姓名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814001 尤○儒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2 814002 李○宸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3 814003 林○靖 基礎果雕 英文讀本中階

4 814004 林○萱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5 814005 林○彤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6 814006 林○淳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7 814007 姚○心 基礎果雕 英文讀本中階

8 814008 洪○淳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基礎果雕

9 814009 紀○恩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10 814010 徐○翎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11 814011 翁○津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12 814012 高○雯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13 814013 張○琳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巧飲生活

14 814014 張○庭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基礎果雕

15 814015 梁○恩 旅遊日文 英文讀本中階

16 814016 郭○臻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基礎果雕

17 814017 陳○蓁 基礎果雕 旅遊英文

18 814018 陳○安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19 814019 葉○均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20 814039 單○偉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英文讀本中階

21 814021 詹○羽 基礎果雕 旅遊英文

22 814022 廖○婷 基礎果雕 英文讀本中階

23 814023 廖○竺 基礎果雕 英文讀本中階

24 814024 劉○渘 基礎果雕 甜點裝飾

25 814025 潘○妤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基礎果雕

26 814026 蔡○璇 旅遊日文 甜點裝飾

27 814027 賴○文 基礎果雕 巧飲生活

28 814028 賴○秀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29 814045 朱○輊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30 814030 江○頡 旅遊日文 旅遊英文

31 814031 何○右 基礎果雕 英文讀本中階

32 814032 吳○賢 走讀台中 基礎果雕

33 814046 游○龍 旅遊日文 基礎果雕

34 814043 賴○嘉 英文讀本初階 英文讀本中階

35 814040 董○辰 巧飲生活 旅遊英文

36 814041 廖○凱 單車行旅 單車行旅

37 814042 劉○宏 基礎果雕 甜點裝飾

38 814047 程○家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巧飲生活

應二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