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加選課程

普一甲 10 911010 張○心 旅讀台中

普一乙 13 911124 羅○麟 從媒體看世界

普一乙 23 911125 余○豪 小論文專題

普一乙 13 911124 羅○麟 旅遊英文

普一乙 23 911125 余○豪 國寫大步走

普一丙 7 911076 黃○慈 英文讀本初階

餐一甲 30 912063 洪○凱 走讀台中

餐一乙 25 912064 王○原 英文讀本初階

普一甲 3 911003 吳○臻 國寫大步走

普一乙 13 911124 羅○麟 自主學習基礎

普一乙 23 911125 余○豪 自主學習基礎

普一丙 1 911070 王○蘋 國寫大步走

普一丙 7 911076 黃○慈 國寫大步走

餐一甲 30 912063 洪○凱 城市探索

餐一乙 25 912064 王○原 國寫大步走

普二甲 10 811014 張○庭 進階程式語言

普二乙 2 811047 高○淳 航太科技導論

普二乙 5 811044 林○瑤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普二乙 9 811090 張○鱗 生物醫學

普二丙 4 811086 邱○庭 生物醫學

普二丙 32 811160 林○馨 美學與設計

普二丙 33 811159 高○○敬 美學與設計

普二丁 9 811050 陳○淳 航太科技導論

普二丁 12 811053 黃○慈 商業經典案例研究

普二丁 22 811064 林○斌 進階程式語言

普二丁 24 811074 游○光 航太科技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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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一多元選修

高一彈性學習前九

高一彈性學習後九

普二多元選修



課程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加選課程

葳格高級中學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多元選修及彈性課程加退選申請結果

普二甲 2 811002 江○瑩 巧飲生活

普二甲 3 811006 林○晏 食藝生活

普二甲 10 811014 張○庭 巧飲生活

普二甲 11 811018 陳○茹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普二甲 12 811019 陳○云 口語表達

普二乙 9 811090 張○鱗 甜點裝飾

普二乙 24 811035 陳○陞 巧飲生活

普二丙 22 811103 許○豪 巧飲生活

普二丙 27 811116 屠○楚 文創設計

普二丙 29 811059 魏○佑 文創設計

普二丙 32 811160 林○馨 文創設計

普二丙 33 811159 高○○敬 文創設計

普二丁 15 811034 陳○翰 口語表達

普二丁 18 811081 劉○峻 口語表達

普二丁 19 811061 王○淵 口語表達

普二丁 22 811064 林○斌 英文讀本初階

餐二甲 2 812002 余○瑋 讀書心得寫作指導

餐二甲 26 812076 蘇○羽 旅遊日文

餐二乙 4 812068 蕭○中 單車行旅

應二甲 1 814001 尤○儒 走讀台中

應二甲 7 814007 姚○心 甜點裝飾

高二彈性學習前九



課程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加選課程

葳格高級中學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多元選修及彈性課程加退選申請結果

普二甲 7 811118 趙○芯 簡報設計

普二甲 10 811014 張○庭 食藝生活

普二甲 12 811019 陳○云 簡報設計

普二乙 12 811017 陳○儒 甜點裝飾

普二乙 24 811035 陳○陞 簡報設計

普二丙 22 811103 許○豪 甜點裝飾

普二丙 27 811116 屠○楚 甜點裝飾

普二丙 32 811160 林○馨 食藝生活

普二丙 33 811159 高○育敬 食藝生活

普二丁 13 811054 劉○宣 簡報設計

普二丁 18 811081 劉○峻 文創設計

普二丁 19 811061 王○淵 文創設計

餐二甲 2 812002 余○瑋 甜點裝飾

餐二甲 26 812076 蘇○羽 旅遊英文

餐二乙 4 812068 蕭○中 單車行旅

餐二乙 14 812075 李○葦 英文讀本中階

應二甲 1 814001 尤○儒 甜點裝飾

高二彈性學習後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