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姓名 原學籍班級 開課班級 科目

995101177 林○瑄 五護五丁 五護五戊 基礎醫學統論Ⅰ(解剖生理)

1005101207 黃○嬿 五護五丁 五護五己 心理與生活

0995101337 賴○瑋 五護延修班 五護五庚 基礎醫學統論Ⅰ(解剖生理)

0995103066 陳○祥 五資延修 五資四乙 數位出版概論

0995104056 蔡○穎 五餐延修 五餐一乙 國文Ⅰ

0995105113 林○芸 五妝延修 五妝一乙 英文Ⅰ

0995106055 高○杰 五健五甲 五健五甲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1005101371 呂○伶 五護五丙 五護四戊 臨床案例研討Ⅰ

1005105049 李○萱 五妝五甲 五妝四乙 美容日文

1005105082 楊○婷 五妝五乙 五妝五乙 服裝畫

1005105082 楊○婷 五妝五乙 五妝五乙 中醫美容

1005105082 楊○婷 五妝五乙 五妝五乙 時尚髮型設計Ⅰ

1005106009 張○螢 五健五甲 五幼一甲 數學Ⅰ

1005106012 陳○ 五健五甲 五健五甲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1005106013 黃○軒 五健五甲 五健五甲 健康與人生

1005106024 鄭○君 五健五甲 五健三甲 統計與研究方法Ⅰ

1005106024 鄭○君 五健五甲 五健五甲 健康與人生

1005106024 鄭○君 五健五甲 五健一乙 計算機概論

1005106028 黃○良 五健五甲 五健四甲 休閒農業

1005106028 黃○良 五健五甲 五健四甲 體驗教育實務

1005106028 黃○良 五健五甲 五健五甲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1005106088 吳○傑 五健五乙 五健三甲 會計學

1005106097 吳○祐 五健五乙 五健五乙 觀光英語

1005106097 吳○祐 五健五乙 五健五乙 經典音樂

1015101236 康○雲 五護四戊 五護四戊 英文檢定

1015101245 李○如 五護四戊 五護四戊 英文檢定

1015103027 楊○仲 五資四甲 五資四甲 資料結構

1015104008 陳○頤 五餐四甲 五餐四甲 宴客菜料理

1015104039 陳○閔 五餐四甲 五護二戊 法律與生活

1015104044 方○旻 五餐四甲 五餐二乙 地理

1015104103 劉○辛 五餐四乙 五餐二甲 初級會計Ⅰ

1015105087 謝○儒 五妝四乙 五妝四乙 實用髮型設計

1015106056 江○任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健康體適能Ⅱ

1015106056 江○任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休閒活動企劃與執行II

1015106063 潘○綺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經典音樂

1015106067 林○鴻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健康體適能Ⅱ

1015106076 偕○祥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健康體適能Ⅱ

1015106089 林○齡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行銷學

1015106089 林○齡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健康體適能Ⅱ

1015106099 陳○儒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健康體適能Ⅱ

1015106101 王○凱 五健四乙 五護二乙 法律與生活

1015106104 陳○翰 五健四乙 五健四乙 健康體適能Ⅱ

1025101209 古○珏 五護三戊 五護一丁 生物

1025101252 李○媗 五護三戊 五護一丁 生物

1025101326 張○純 五護三庚 五護一乙 生物

1025103018 賴○婷 五資三甲 五資三甲 數位化資料處理（含實習）Ⅱ

1025103018 賴○婷 五資三甲 五資三甲 資訊實務實習Ⅱ

1025105038 江○芳 五妝三甲 五妝三甲 職場英文Ⅰ

1025106053 陳○駿 五健三乙 五妝一甲 計算機概論

1025106081 張○燈 五健三乙 五健三乙 統計與研究方法Ⅰ

1025106081 張○燈 五健三乙 五健三乙 運動力學

1025106081 張○燈 五健三乙 五妝一甲 計算機概論

1035101156 郭○璇 五護一丁 五護一丁 物理

1035101358 李○贏 五護二庚 五護二庚 國文Ⅲ

1035102049 江○蓉 五幼二甲 五護二丙 法律與生活

1035106072 簡○恒 五健二甲 五健二甲 電腦與多媒體應用Ⅱ

1045102002 陳○潔 五幼一甲 五幼一甲 藝術生活Ⅰ

1045104057 陳○瑜 五餐一乙 五餐一乙 計算機概論

1045104057 陳○瑜 五餐一乙 五餐一乙 中餐烹調Ⅰ

1045104057 陳○瑜 五餐一乙 五餐一乙 職場倫理

1045104057 陳○瑜 五餐一乙 五餐一乙 歷史

1045105007 陳○爾 五妝一甲 五妝一甲 計算機概論

1045105047 郭○羽 五妝一乙 五妝一乙 全民國防教育Ⅰ

1045105047 郭○羽 五妝一乙 五妝一乙 計算機概論

1045105047 郭○羽 五妝一乙 五妝一甲 英文Ⅰ

1045105049 陳○綺 五妝一乙 五妝一乙 藝術生活Ⅰ

1045106004 李○軒 五健一甲 五健一甲 音樂Ⅰ

1045106050 李○倫 五健一乙 五健一乙 公民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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