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號 課程

電機科二智 11001101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智 11001102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電機科二智 11001103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智 11001104 數學探究

電機科二智 11001105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智 11001106 國文天地

電機科二智 11001107 國文天地

電機科二智 11001108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智 11001109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電機科二智 11001110 音樂與展演

電機科二智 11001111 舌尖上的台灣

電機科二智 11001112 美術鑑賞

電機科二智 11001113 數學探究

電機科二智 11001114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電機科二智 11001115 舌尖上的台灣

電機科二智 11001116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電機科二智 11001117 舌尖上的台灣

電機科二智 11001118 音樂與展演

電機科二智 11001119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機科二智 11001120 汽車新科技

電機科二智 11001121 美術鑑賞

電機科二智 11001122 高階工控技術指導

電機科二智 11001123 性別意識覺察

電機科二智 11001124 國文天地

電機科二智 11001125 汽車新科技

電機科二智 11001126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智 11001127 數學探究

電機科二智 11001128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智 11001129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智 11001130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機科二智 11001131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智 11001132 美術鑑賞

電機科二智 11001133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智 11001134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智 11001135 音樂與展演

電機科二智 11001136 生活機械



班級 學號 課程

電機科二仁 10901228 媒體識讀

電機科二仁 11001201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機科二仁 11001202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機科二仁 11001203 資訊科技應用

電機科二仁 11001204 資訊科技應用

電機科二仁 11001205 舌尖上的台灣

電機科二仁 11001206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仁 11001207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電機科二仁 11001208 生活英文

電機科二仁 11001209 樂活園藝

電機科二仁 11001210 手機APP設計

電機科二仁 11001211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仁 11001212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仁 11001213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仁 11001214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仁 11001215 數學探究

電機科二仁 11001216 汽車新科技

電機科二仁 11001217 數學探究

電機科二仁 11001218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電機科二仁 11001219 高階工控技術指導

電機科二仁 11001220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機科二仁 11001221 汽車新科技

電機科二仁 11001222 手機APP設計

電機科二仁 11001223 資訊科技應用

電機科二仁 11001224 汽車新科技

電機科二仁 11001225 生活機械

電機科二仁 11001226 音樂與展演

電機科二仁 11001227 資訊科技應用

電機科二仁 11001228 媒體識讀

電機科二仁 11001229 高階工控技術指導

電機科二仁 11001230 電子科技概論

電機科二仁 11001231 汽車新科技

電機科二仁 11001232 音樂與展演

電機科二仁 11001233 手機APP設計

電機科二仁 11001234 資訊科技應用

電機科二仁 11001235 電子科技概論



班級 學號 課程

電子科二智 11003101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電子科二智 11003102 嵌入式系統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03 國文天地

電子科二智 11003104 性別意識覺察

電子科二智 11003105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智 11003106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智 11003107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子科二智 11003108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子科二智 11003109 性別意識覺察

電子科二智 11003110 資訊科技應用

電子科二智 11003111 汽車新科技

電子科二智 11003112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智 11003113 音樂與展演

電子科二智 11003114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電子科二智 11003115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智 11003116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智 11003117 音樂與展演

電子科二智 11003118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智 11003119 資訊科技應用

電子科二智 110031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21 生活機械

電子科二智 11003122 生活英文

電子科二智 11003123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24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25 舌尖上的台灣

電子科二智 11003126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27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28 舌尖上的台灣

電子科二智 11003129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30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智 11003131 舌尖上的台灣

電子科二智 11003132 性別意識覺察

電子科二智 11003133 美術鑑賞

電子科二智 11003134 生活機械

電子科二智 11003135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智 11003136 手機APP設計



班級 學號 課程

電子科二仁 10903131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電子科二仁 11003201 汽車新科技

電子科二仁 11003202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仁 11003203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仁 11003204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電子科二仁 11003205 音樂與展演

電子科二仁 11003206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仁 11003207 嵌入式系統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08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仁 11003209 資訊科技應用

電子科二仁 11003210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仁 11003211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12 資訊科技應用

電子科二仁 11003213 資訊科技應用

電子科二仁 11003214 生活英文

電子科二仁 11003215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16 樂活園藝

電子科二仁 11003217 資訊科技應用

電子科二仁 11003218 生活機械

電子科二仁 11003219 音樂與展演

電子科二仁 11003220 生活機械

電子科二仁 11003221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電子科二仁 11003222 嵌入式系統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23 嵌入式系統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24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25 汽車新科技

電子科二仁 11003226 嵌入式系統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27 生活機械

電子科二仁 11003228 數學探究

電子科二仁 11003229 生活英文

電子科二仁 11003230 手機APP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31 嵌入式系統設計

電子科二仁 11003232 汽車新科技

電子科二仁 11003233 汽車新科技

電子科二仁 11003234 美術鑑賞

電子科二仁 11003235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電子科二仁 11003236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班級 學號 課程

資訊科二智 11004101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02 性別意識覺察

資訊科二智 11004103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資訊科二智 11004104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05 美術鑑賞

資訊科二智 11004106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智 11004107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資訊科二智 11004108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09 生活英文

資訊科二智 11004110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11 性別意識覺察

資訊科二智 11004112 生活機械

資訊科二智 11004113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資訊科二智 11004114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智 11004115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16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智 11004117 生活機械

資訊科二智 11004118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19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智 11004120 美術鑑賞

資訊科二智 11004121 生活機械

資訊科二智 11004122 生活英文

資訊科二智 11004123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24 美術鑑賞

資訊科二智 11004125 生活機械

資訊科二智 11004126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資訊科二智 11004127 生活機械

資訊科二智 11004128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智 11004129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智 11004130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31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資訊科二智 11004132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資訊科二智 11004133 生活英文

資訊科二智 11004134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智 11004135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智 11004136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資訊科二智 11004137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班級 學號 課程

資訊科二仁 11004201 舌尖上的台灣

資訊科二仁 11004202 音樂與展演

資訊科二仁 11004203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04 生活機械

資訊科二仁 11004205 數學探究

資訊科二仁 11004206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仁 11004207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仁 11004208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仁 11004209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10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仁 11004211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12 舌尖上的台灣

資訊科二仁 11004213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14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仁 11004215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16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仁 11004217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資訊科二仁 11004218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19 生活英文

資訊科二仁 11004220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仁 11004221 生活英文

資訊科二仁 11004222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仁 11004223 舌尖上的台灣

資訊科二仁 11004224 舌尖上的台灣

資訊科二仁 11004225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仁 11004226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27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資訊科二仁 11004228 舌尖上的台灣

資訊科二仁 11004229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30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資訊科二仁 11004231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仁 11004232 舌尖上的台灣

資訊科二仁 11004233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資訊科二仁 11004234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仁 11004235 電腦軟硬體整合應用

資訊科二仁 11004236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資訊科二仁 11004237 生活英文



班級 學號 課程

資訊科二勇 10904106 數學探究

資訊科二勇 11004301 國文天地

資訊科二勇 11004302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勇 11004303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04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勇 11004305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06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勇 11004307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勇 11004308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10 數學探究

資訊科二勇 11004311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勇 11004312 性別意識覺察

資訊科二勇 11004313 性別意識覺察

資訊科二勇 11004314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15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資訊科二勇 11004316 國文天地

資訊科二勇 11004317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勇 11004318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勇 11004319 汽車新科技

資訊科二勇 11004320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21 媒體識讀

資訊科二勇 11004322 國文天地

資訊科二勇 11004323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二勇 11004324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25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26 數學探究

資訊科二勇 11004327 國文天地

資訊科二勇 11004329 生活機械

資訊科二勇 11004330 生活英文

資訊科二勇 11004331 電子科技概論

資訊科二勇 11004332 美術鑑賞

資訊科二勇 11004333 性別意識覺察

資訊科二勇 11004334 生活英文

資訊科二勇 11004335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二勇 11004336 電子科技概論



班級 學號 課程

機械科二智 11005101 汽車新科技

機械科二智 11005102 電子科技概論

機械科二智 11005103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機械科二智 11005104 媒體識讀

機械科二智 11005105 生活英文

機械科二智 11005106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機械科二智 11005107 美術鑑賞

機械科二智 11005108 性別意識覺察

機械科二智 11005109 媒體識讀

機械科二智 11005110 精工技術

機械科二智 11005111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機械科二智 11005112 生活英文

機械科二智 11005113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智 11005114 性別意識覺察

機械科二智 11005115 美術鑑賞

機械科二智 11005116 生活英文

機械科二智 11005117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智 11005118 國文天地

機械科二智 11005119 美術鑑賞

機械科二智 11005120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機械科二智 11005121 媒體識讀

機械科二智 11005122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機械科二智 11005123 生活英文

機械科二智 11005124 媒體識讀

機械科二智 11005125 性別意識覺察

機械科二智 11005126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智 11005127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智 11005128 美術鑑賞

機械科二智 11005129 電子科技概論

機械科二智 11005130 性別意識覺察

機械科二智 11005131 性別意識覺察

機械科二智 11005132 生活英文

機械科二智 11005133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智 11005134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智 11005135 性別意識覺察

機械科二智 11005136 性別意識覺察

機械科二智 11005137 汽車新科技



班級 學號 課程

機械科二仁 10905101 汽車新科技

機械科二仁 11005201 樂活園藝

機械科二仁 11005202 舌尖上的台灣

機械科二仁 11005203 音樂與展演

機械科二仁 11005204 生活英文

機械科二仁 11005205 樂活園藝

機械科二仁 11005206 媒體識讀

機械科二仁 11005207 精工技術

機械科二仁 11005208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機械科二仁 11005209 舌尖上的台灣

機械科二仁 11005210 舌尖上的台灣

機械科二仁 11005211 媒體識讀

機械科二仁 11005212 樂活園藝

機械科二仁 11005213 舌尖上的台灣

機械科二仁 11005214 國文天地

機械科二仁 11005215 手機APP設計

機械科二仁 11005216 樂活園藝

機械科二仁 11005217 精工技術

機械科二仁 11005218 精工技術

機械科二仁 11005219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機械科二仁 11005220 資訊科技應用

機械科二仁 11005221 資訊科技應用

機械科二仁 11005222 資訊科技應用

機械科二仁 11005223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機械科二仁 11005224 舌尖上的台灣

機械科二仁 11005225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機械科二仁 11005226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仁 11005227 美術鑑賞

機械科二仁 11005228 生活英文

機械科二仁 11005229 汽車新科技

機械科二仁 11005230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仁 11005231 手機APP設計

機械科二仁 11005232 國文天地

機械科二仁 11005233 數學探究

機械科二仁 11005234 樂活園藝

機械科二仁 11005235 舌尖上的台灣

機械科二仁 11005236 數學探究



班級 學號 課程

汽車科二智 11006101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汽車科二智 11006102 國文天地

汽車科二智 11006103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04 音樂與展演

汽車科二智 11006105 生活英文

汽車科二智 11006106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汽車科二智 11006107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08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09 性別意識覺察

汽車科二智 11006110 國文天地

汽車科二智 11006111 數學探究

汽車科二智 11006112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13 資訊科技應用

汽車科二智 11006115 電子科技概論

汽車科二智 11006116 生活英文

汽車科二智 11006117 國文天地

汽車科二智 11006118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汽車科二智 11006119 媒體識讀

汽車科二智 11006120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汽車科二智 11006121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22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23 數學探究

汽車科二智 11006124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25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汽車科二智 11006126 手機APP設計

汽車科二智 11006127 精工技術

汽車科二智 11006128 生活機械

汽車科二智 11006129 生活英文

汽車科二智 11006130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智 11006131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汽車科二智 11006132 生活英文

汽車科二智 11006133 音樂與展演

汽車科二智 11006134 生活機械

汽車科二智 11006135 媒體識讀

汽車科二智 11006136 美術鑑賞

汽車科二智 11006137 性別意識覺察



班級 學號 課程

汽車科二仁 11006201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汽車科二仁 11006202 精工技術

汽車科二仁 11006203 數學探究

汽車科二仁 11006204 生活英文

汽車科二仁 11006205 精工技術

汽車科二仁 11006206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汽車科二仁 11006207 數學探究

汽車科二仁 11006208 國文天地

汽車科二仁 11006209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汽車科二仁 11006210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仁 11006211 資訊科技應用

汽車科二仁 11006212 數學探究

汽車科二仁 11006213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仁 11006214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汽車科二仁 11006215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汽車科二仁 11006216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仁 11006217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汽車科二仁 11006218 生活機械

汽車科二仁 11006219 手機APP設計

汽車科二仁 11006220 音樂與展演

汽車科二仁 11006221 資訊科技應用

汽車科二仁 11006222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仁 11006223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汽車科二仁 11006224 國文天地

汽車科二仁 11006225 電子科技概論

汽車科二仁 11006226 精工技術

汽車科二仁 11006227 車輛檢修訓練

汽車科二仁 11006228 生活機械

汽車科二仁 11006229 手機APP設計

汽車科二仁 11006230 手機APP設計

汽車科二仁 11006231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汽車科二仁 11006232 生活英文

汽車科二仁 11006233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汽車科二仁 11006234 音樂與展演

汽車科二仁 11006235 手機APP設計

汽車科二仁 11006236 音樂與展演

汽車科二仁 11006237 數學探究



班級 學號 課程

化工科二智 11007101 音樂與展演

化工科二智 11007102 性別意識覺察

化工科二智 11007103 媒體識讀

化工科二智 11007104 媒體識讀

化工科二智 11007105 音樂與展演

化工科二智 11007106 樂活園藝

化工科二智 11007107 媒體識讀

化工科二智 11007108 性別意識覺察

化工科二智 11007109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化工科二智 11007110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智 11007111 媒體識讀

化工科二智 11007112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智 11007113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智 11007114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智 11007115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智 11007116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智 11007117 樂活園藝

化工科二智 11007118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智 11007119 手機APP設計

化工科二智 11007120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智 11007121 國文天地

化工科二智 11007122 樂活園藝

化工科二智 11007123 手機APP設計

化工科二智 11007124 國文天地

化工科二智 11007125 電子科技概論

化工科二智 11007126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智 11007127 媒體識讀

化工科二智 11007128 樂活園藝

化工科二智 11007129 樂活園藝

化工科二智 11007130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智 11007131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智 11007132 美術鑑賞

化工科二智 11007133 樂活園藝



班級 學號 課程

化工科二仁 10907128 美術鑑賞

化工科二仁 11007201 美術鑑賞

化工科二仁 11007202 性別意識覺察

化工科二仁 11007203 美術鑑賞

化工科二仁 11007204 性別意識覺察

化工科二仁 11007205 性別意識覺察

化工科二仁 11007206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07 手機APP設計

化工科二仁 11007208 美術鑑賞

化工科二仁 11007209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仁 11007210 電子科技概論

化工科二仁 11007211 資訊科技應用

化工科二仁 11007212 資訊科技應用

化工科二仁 11007213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14 手機APP設計

化工科二仁 11007215 生活機械

化工科二仁 11007216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17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18 國文天地

化工科二仁 11007219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20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仁 11007221 電子科技概論

化工科二仁 11007222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化工科二仁 11007223 舌尖上的台灣

化工科二仁 11007224 美術鑑賞

化工科二仁 11007225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26 手機APP設計

化工科二仁 11007227 性別意識覺察

化工科二仁 11007228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29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化工科二仁 11007230 化工技術精進

化工科二仁 11007231 國文天地

化工科二仁 11007232 性別意識覺察

化工科二仁 11007233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班級 學號 課程

園藝科二智 11008101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智 11008102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03 舌尖上的台灣

園藝科二智 11008104 舌尖上的台灣

園藝科二智 11008105 數學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06 音樂與展演

園藝科二智 11008107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智 11008108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09 數學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10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園藝科二智 11008111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智 11008112 舌尖上的台灣

園藝科二智 11008113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14 媒體識讀

園藝科二智 11008115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智 11008116 美術鑑賞

園藝科二智 11008117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18 數學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19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智 11008120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智 11008121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園藝科二智 11008122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23 資訊科技應用

園藝科二智 11008124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25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26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智 11008127 媒體識讀

園藝科二智 11008128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智 11008129 音樂與展演

園藝科二智 11008130 生活機械

園藝科二智 11008131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園藝科二智 11008132 汽車新科技

園藝科二智 11008133 手機APP設計

園藝科二智 11008134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班級 學號 課程

園藝科二仁 11008201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仁 11008202 舌尖上的台灣

園藝科二仁 11008203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仁 11008205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仁 11008206 音樂與展演

園藝科二仁 11008207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仁 11008208 美術鑑賞

園藝科二仁 11008209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仁 11008210 舌尖上的台灣

園藝科二仁 11008211 美術鑑賞

園藝科二仁 11008212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仁 11008213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仁 11008214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園藝科二仁 11008215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仁 11008216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仁 11008217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仁 11008218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園藝科二仁 11008219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園藝科二仁 11008220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園藝科二仁 11008221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仁 11008222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仁 11008223 性別意識覺察

園藝科二仁 11008224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園藝科二仁 11008225 食品製程與檢驗

園藝科二仁 11008226 舌尖上的台灣

園藝科二仁 11008227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園藝科二仁 11008228 資訊科技應用

園藝科二仁 11008229 國文天地

園藝科二仁 11008230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園藝科二仁 11008231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園藝科二仁 11008232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園藝科二仁 11008233 美術鑑賞

園藝科二仁 11008234 汽車新科技



班級 學號 課程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1 美術鑑賞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2 生活英文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3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4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5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6 音樂與展演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7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8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09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0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1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2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3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4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5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6 資訊科技應用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7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8 生活英文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19 國文天地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0 美術鑑賞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1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2 美術鑑賞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3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4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5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6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7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8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29 資訊科技應用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0 美術鑑賞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1 生活英文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2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3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4 生活英文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5 國文天地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6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食品加工科二智 11009137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班級 學號 課程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1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2 食品製程與檢驗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3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4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5 音樂與展演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6 性別意識覺察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7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8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09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0 音樂與展演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1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2 樂活園藝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3 性別意識覺察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4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5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6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7 生活英文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8 生活機械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19 數學探究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0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1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2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3 界面活化劑之應用於化妝品及化學品製作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4 園藝景觀職人探究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5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6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7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8 工業4.0智慧製造概論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29 重量訓練暨體能強化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0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1 性別意識覺察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2 媒體識讀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3 美術鑑賞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4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5 媒體識讀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6 生活機械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7 手機APP設計

食品加工科二仁 11009238 食品製程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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