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號 學號 姓名 部定必修課程 多元選修課程① 多元選修課程② 彈性學習前九週課程 彈性學習後九週課程

1 011001 吳○霏 數學A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2 011008 黃○瑄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Maker創客

3 011003 李○安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學科科目-英文讀寫翻轉 Maker創客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4 011004 李○馨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自媒體影音創作 簡報設計

5 011005 枋○妤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簡報設計

6 011006 林○恩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自媒體影音創作 簡報設計

7 011009 蔡○葳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學科科目-英文讀寫翻轉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簡報設計

8 011021 謝○享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簡報設計 自媒體影音創作

9 011022 簡○奚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自媒體影音創作 Maker創客

10 011010 王○森 數學A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簡報設計

11 011011 吳○洋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自媒體影音創作 Maker創客

12 011012 林○昇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米其林餐盤

13 011013 徐○丞 數學A 生物醫學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自媒體影音創作 Maker創客

14 011079 廖○勝 數學A 韓國學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自媒體影音創作 簡報設計

15 011015 陳○恩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自媒體影音創作

16 011016 陳○傑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自媒體影音創作

17 011017 陳○閔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18 011018 馮○憲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簡報設計 自媒體影音創作

19 011019 詹○維 數學A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米其林餐盤

20 011020 謝○璿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簡報設計

21 011101 林○翔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簡報設計 自媒體影音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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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學號 姓名 部定必修課程 多元選修課程① 多元選修課程② 彈性學習前九週課程 彈性學習後九週課程

1 011023 甘○靈 數學B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2 011024 朱○曦 數學B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簡報設計

3 011025 吳○霖 數學A 韓國學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自媒體影音創作

5 011027 吳○ 數學B 韓國學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米其林餐盤

6 011028 吳○儀 數學A 韓國學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自媒體影音創作

7 011029 張○婷 數學B 韓國學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米其林餐盤

8 011076 黃○富 數學A 程式語言應用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簡報設計

9 011080 蕭○菲 數學A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米其林餐盤

10 011032 郭○芸 數學A 生物醫學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簡報設計

11 011033 郭○妡 數學A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Maker創客

12 011034 陳○妤 數學B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學科科目-英文讀寫翻轉 簡報設計 米其林餐盤

13 011035 黃○芩 數學A 韓國學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米其林餐盤

14 011036 董○岑 數學B 韓國學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米其林餐盤

15 011037 劉○慈 數學A 韓國學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自媒體影音創作

16 011038 劉○芳 數學A 韓國學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米其林餐盤

17 011039 劉○齊 數學A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米其林餐盤

18 011040 朱○羽 數學B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簡報設計

19 011041 吳○駿 數學B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學科科目-英文讀寫翻轉 簡報設計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20 011042 林○程 數學A 生物醫學 學科科目-英文讀寫翻轉 簡報設計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21 011043 林○益 數學A 生物醫學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簡報設計

22 011044 徐○荃 數學B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簡報設計

23 011045 陳○憲 數學B 韓國學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米其林餐盤

24 011046 陳○廷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米其林餐盤

25 011047 萬○翰 數學A 韓國學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自媒體影音創作

26 011048 廖○安 數學B 程式語言應用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簡報設計

27 011049 謝○翔 數學A 韓國學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米其林餐盤

28 011050 鍾○陽 數學A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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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學號 姓名 部定必修課程 多元選修課程② 彈性學習前九週課程 彈性學習後九週課程

1 011051 王○婕 數學A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自媒體影音創作

2 011052 王○云 數學B 學科科目-英文讀寫翻轉 米其林餐盤 簡報設計

3 011053 呂○甄 數學B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簡報設計

4 011081 張○甯 數學B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簡報設計

5 011055 林○萱 數學A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6 011056 張○萍 數學B 第二外語 自媒體影音創作 簡報設計

7 011057 陳○如 數學B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8 011058 曾○妍 數學B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9 011059 曾○惠 數學A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11 011061 黃○綺 數學B 學科科目-英文讀寫翻轉 Maker創客 簡報設計

12 011062 廖○伶 數學B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簡報設計

13 011063 戴○薇 數學B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自媒體影音創作

14 011064 尹○揚 數學B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Maker創客 米其林餐盤

15 011065 尹○揚 數學A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自媒體影音創作 Maker創客

17 011067 朱○均 數學B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米其林餐盤

18 011068 吳○雨 數學A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自媒體影音創作

20 011070 李○哲 數學A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Maker創客 自媒體影音創作

21 011071 林○庭 數學B 第二外語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簡報設計

22 011072 林○承 數學B 第二外語 Maker創客 米其林餐盤

23 011073 張○軒 數學B 第二外語 米其林餐盤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24 011074 張○翔 數學B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Maker創客 自媒體影音創作

25 011075 曾○庠 數學A 學科科目-讀數一格 簡報設計 Maker創客

26 011014 馬○閎 數學B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自媒體影音創作

27 011077 鄭○璿 數學B 第二外語 簡報設計 飲食-解憂除勞的良方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普通科二年級選修課程選課結果公告

普一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