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號 學號 姓名 加深加廣課程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911001 朱○妍 社會 生物醫學 文創設計 影片剪輯

2 911002 何○菁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Maker創客

3 911003 吳○臻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4 911004 來○吟 自然 進階程式語言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5 911021 賴○儒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IG打卡美食 文創設計

6 911006 施○依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IG打卡美食 口語表達

7 911022 薛○玲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IG打卡美食 口語表達

8 911008 徐○昕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口語表達

9 911009 徐○喻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0 911010 張○心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1 911011 陳○妤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IG打卡美食

12 911012 陳○瑄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簡報設計 影片剪輯

13 911013 陳○琳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口語表達

14 911023 謝○蓉 社會 生物醫學 Maker創客 文創設計

15 911015 湯○瑄 社會 生物醫學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6 911016 黃○陵 社會 生物醫學 文創設計 影片剪輯

17 911017 黃○喬 社會 美學與設計 口語表達 文創設計

18 911018 蔡○諭 自然 生物醫學 簡報設計 IG打卡美食

19 911019 黎○吟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IG打卡美食 口語表達

20 911020 賴○吟 社會 美學與設計 IG打卡美食 文創設計

21 911068 賴○洋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口語表達

22 911036 賴○仁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IG打卡美食 口語表達

23 911038 蘇○綸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IG打卡美食 口語表達

24 911024 王○棋 自然 美學與設計 口語表達 Maker創客

25 911039 蘇○亦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簡報設計

26 911026 林○裕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27 911027 林○侖 自然 進階程式語言 Maker創客 文創設計

28 911028 胡○毅 自然 生物醫學 Maker創客 口語表達

29 911029 陳○瑄 自然 生物醫學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30 911030 陳○盛 社會 生物醫學 Maker創客 IG打卡美食

31 911031 葉○毅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Maker創客

32 911032 塗○雋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簡報設計

33 911033 鄭○誠 自然 生物醫學 簡報設計 IG打卡美食

34 911034 盧○宏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IG打卡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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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普通科二年級加深加廣、多元選修及彈性學習選課結果公告

座號 學號 姓名 加深加廣課程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911040 林○妮 社會 生物醫學 Maker創客 IG打卡美食

2 911041 邱○慈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IG打卡美食

3 911042 柯○農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IG打卡美食

4 911048 廖○歆 社會 美學與設計 文創設計 IG打卡美食

5 911044 張○婕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簡報設計

6 911045 張○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影片剪輯

7 911049 賴○涵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簡報設計

8 911047 程○亞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影片剪輯

9 911005 林○岑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IG打卡美食

10 911069 賴○睿 自然 美學與設計 文創設計 Maker創客

11 911050 王○喨 社會 生物醫學 Maker創客 口語表達

12 911035 蕭○霖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IG打卡美食

13 911124 羅○麟 待選 航太科技導論 文創設計 Maker創客

14 911066 黃○諺 自然 美學與設計 IG打卡美食 影片剪輯

15 911054 汪○逸 自然 進階程式語言 Maker創客 簡報設計

16 911055 周○宸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文創設計

17 911056 林○奇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口語表達 Maker創客

18 911057 柯○瀚 社會 美學與設計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9 911058 秦○銘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Maker創客 影片剪輯

20 911067 黃○翔 社會 生物醫學 文創設計 口語表達

21 911060 張○傑 社會 美學與設計 IG打卡美食 文創設計

22 911061 莊○弦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IG打卡美食 影片剪輯

23 911125 余○豪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簡報設計

24 911063 陳○昕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IG打卡美食

25 911101 黃○威 社會 生物醫學 口語表達 文創設計

26 911065 黃○鑫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Maker創客 口語表達

27 911132 李○宸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Maker創客 IG打卡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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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普通科二年級加深加廣、多元選修及彈性學習選課結果公告

座號 學號 姓名 加深加廣課程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前九週 彈性學習後九週

1 911070 王○蘋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影片剪輯

2 911071 朱○妤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IG打卡美食

3 911072 吳○菩 社會 生物醫學 簡報設計 口語表達

4 911073 吳○妮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IG打卡美食

5 911037 賴○璋 自然 進階程式語言 文創設計 IG打卡美食

6 911075 陳○晴 社會 美學與設計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7 911076 黃○慈 社會 生物醫學 簡報設計 IG打卡美食

8 911007 洪○涵 社會 生物醫學 口語表達 Maker創客

9 911078 謝○汝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簡報設計 影片剪輯

10 911079 朱○晟 自然 美學與設計 Maker創客 影片剪輯

11 911080 何○宸 社會 美學與設計 IG打卡美食 文創設計

12 911081 李○禎 自然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簡報設計

13 911014 陳○瑾 社會 生物醫學 簡報設計 IG打卡美食

14 911083 林○學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口語表達

15 911084 林○杰 社會 生物醫學 文創設計 IG打卡美食

16 911085 邱○智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Maker創客

17 911086 張○凱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影片剪輯

18 911087 張○傑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口語表達 IG打卡美食

19 911088 許○叡 社會 生物醫學 IG打卡美食 簡報設計

20 911089 許○旻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簡報設計

21 911090 陳○竣 社會 生物醫學 簡報設計 口語表達

22 911091 陳○宇 社會 生物醫學 Maker創客 IG打卡美食

24 911093 黃○愷 社會 航太科技導論 影片剪輯 Maker創客

25 911094 黃○霖 自然 美學與設計 口語表達 IG打卡美食

26 911097 劉○瑋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IG打卡美食 Maker創客

27 911098 賴○佑 社會 美學與設計 影片剪輯 文創設計

28 911133 羅○議 社會 進階程式語言 IG打卡美食 文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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