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課班級 原始班級 科目名稱 組別 學號 姓名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 01 B103212047 李O澐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二A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 01 B105213021 陳O榕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二A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 01 B105213037 陳O心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 01 B105213705 楊O庭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 01 B105213711 羅O謙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中文閱讀與表達(二) 01 B105213712 方O鈺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三A 全球化議題 01 B104213010 鄧O隆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三A 進階英文(一) 01 B104213010 鄧O隆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四B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1 B104219705 陳O齊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二B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1 B105312058 羅O傑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三B 歷史與文化 01 B104212035 許O瑋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三C 歷史與文化 01 B104212097 劉O麟
大學共同科目 休資系三B 歷史與文化 01 B105208601 黃O慧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三C 生命科學 01 B104212097 劉O麟
大學共同選修 應外系日語組四A 生物科技 01 B103103003 陳O南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四E 生物科技 01 B103212294 洪O純
大學共同選修 數遊系四A 生物科技 01 B103317002 侯O恩
大學共同選修 休閒系四B 防災與生活 01 B103219056 陳O慶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四B 防災與生活 01 B104212618 彭O澄
大學共同選修 休閒系二B 防災與生活 01 B105219076 彭O南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四A 服務業分析 01 B103212122 林O諭
大學共同選修 烘焙系三B 服務業分析 01 B104221064 鍾O竹
大學共同選修 烘焙系三B 服務業分析 01 B104221084 王O山
大學共同選修 烘焙系三B 服務業分析 01 B104221131 郭O耀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四A 塔羅與兩性關係 01 B103212017 胡O靜
大學共同選修 休閒系四B 塔羅與兩性關係 01 B103219058 蔡O冠
幼教系三A 幼教系三A 幼兒音樂教材教法 01 B104102017 陳O
幼教系三A 幼教系三A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01 B104102017 陳O
幼教系三A 幼教系三A 幼兒園行政 01 B104102017 陳O
幼教系三A 幼教系三A 幼兒園教材教法(一) 01 B104102017 陳O
企管系一A 企管系一A 人力資源管理 01 B106209015 施O真
企管系一A 休閒系一A 人力資源管理 01 B106219008 歐O銹
企管系一A 休閒系一A 人力資源管理 01 B106219031 謝O扉
企管系一A 休閒系一A 人力資源管理 01 B106219032 潘O愷
企管系一A 休閒系一A 人力資源管理 01 B106219046 顏O倫
企管系三A 餐旅系四A 生產與作業管理 01 B103212030 陳O蓉
休閒系一A 企管系一A 休閒健康導論 01 B106209015 施O真
休閒系一A 休閒系一A 休閒健康導論 01 B106219007 張O敏
休閒系一A 休閒系一A 休閒健康導論 01 B106219008 歐O銹
休閒系一A 休閒系一A 休閒健康導論 01 B106219014 洪O平
休閒系一A 休閒系一A 休閒健康導論 01 B106219031 謝O扉
休閒系一A 休閒系一A 休閒健康導論 01 B106219032 潘O愷
休閒系一A 休閒系一A 休閒健康導論 01 B106219046 顏O倫
休閒系一B 企管系三A 戶外休閒運動 01 B104209046 鍾O宇
休閒系一B 烘焙系二A 戶外休閒運動 01 B105321007 陳O兆衍
休閒系一B 觀光系一C 戶外休閒運動 01 B106213047 謝O賢
休閒系一B 觀光系一C 戶外休閒運動 01 B106213071 鄭O慈
休閒系一B 休閒系四B 服務學習(一) 01 B104219705 陳O齊
休閒系二B 企管系三A 運動傷害與防護 01 B104209041
休閒系二B 休閒系四B 運動傷害與防護 01 B104219704 王O祖
休閒系二B 休閒系二B 運動傷害與防護 01 B105219064 柯O翔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水域遊憩活動 01 B104219061 吳O翰
休閒系三B 烘焙系二A 水域遊憩活動 01 B105321007 陳O兆衍
休閒系三B 休閒系四B 休閒與社區營造 01 B102219059 陳O良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休閒與社區營造 01 B103104008 黃O文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專案管理 01 B103104008 黃O文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專案管理 01 B104104601 郭O宏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專案管理 01 B104219082 吳O有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專案管理 01 B104219094 張O齊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遊憩領導 01 B103104008 黃O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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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級 原始班級 科目名稱 組別 學號 姓名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遊憩領導 01 B104104601 郭O宏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遊憩領導 01 B104219082 吳O有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遊憩領導 01 B104219094 張O齊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應用外語 01 B104219082 吳O有
休閒系三B 休閒系三B 應用外語 01 B104219094 張O齊
休閒系四B 休閒系四B 自行車遊憩設計 01 B103219056 陳O慶
休閒系四B 休閒系四B 自行車遊憩設計 01 B103219058 蔡O冠
休閒系四B 休閒系四B 自行車遊憩設計 01 B103219080 李O彥
休閒系四B 休閒系四B 遊憩領導 01 B103219055 王O呈
休閒系四B 休閒系四B 遊憩領導 01 B103219118 廖O涵
休閒系四B 休閒系四B 遊憩領導 01 B105219705 陳O豪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四C 休閒遊憩概論 01 B103213146 曾O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四C 休閒遊憩概論 01 B103213157 陳O毅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一C 休閒遊憩概論 01 B106213047 謝O賢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一C 休閒遊憩概論 01 B106213071 鄭O慈
休閒學院一年級 進餐旅系四A 休閒遊憩概論 01 P103212602 沈O霖
休資系二B 休資系三B 無線網路應用 01 B105208601 黃O慧
休資系二B 休資系三B 餐旅資訊系統 01 B104208073 陳O志
休資系二B 休資系三B 餐旅資訊系統 01 B105208601 黃O慧
休資系三B 休資系三B 資訊安全管理 01 B104208073 陳O志
休資系三B 休資系三B 資訊安全管理 01 B105208601 黃O慧
旅館管理學院二年級 餐旅系四C 會計學 01 B103212616 蔡O霖
烘焙系一C 進餐旅系四A 世界飲食文化 01 P103212602 沈O霖
烘焙系一合 資多系四B 餐飲管理 01 B103316602 劉O洋
烘焙系二A 烘焙系二A 烘焙專業英文 01 B105321007 陳O兆衍
烘焙系二B 烘焙系二B 烘焙專業英文 01 B105321077 李O穎
烘焙系三B 烘焙系三B 蛋糕裝飾 01 B104221066 王O涵
烘焙系三合 商設系四A 產品包裝與設計 01 B103315025 李O臻
教育與設計學院三年級 應外系英語組四A 智慧財產權與專業倫理 01 B103104011 周O燊
教育與設計學院三年級 資多系三B 智慧財產權與專業倫理 01 B104316018 蔡O興
普通體育A 餐旅系三A 體育(一) 01 B104212005 沈O璇
普通體育A 餐旅系三A 體育(一) 01 B104212006 黃O誠
普通體育A 餐旅系三A 體育(一) 01 B104212008 黃O玲
普通體育A 餐旅系三A 體育(一) 01 B104212009 楊O姍
普通體育A 餐旅系三A 體育(一) 01 B104212012 洪O泯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旅館安全與衛生 01 B106310031 黃O誌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旅館安全與衛生 01 B106310055 黃O祥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旅館安全與衛生 01 B106310066 歐O蒨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旅館管理 01 B106310031 黃O誌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旅館管理 01 B106310066 歐O蒨
飯店管理系一A 觀光系一A 國際禮儀 01 B106213023 陳O齊
飯店管理系一A 觀光系一A 國際禮儀 01 B106213090 楊O隆
飯店管理系一A 觀光系一A 國際禮儀 01 B106213112 陳O宇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國際禮儀 01 B106310031 黃O誌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國際禮儀 01 B106310066 歐O蒨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餐飲管理 01 B106310031 黃O誌
飯店管理系一A 飯店管理系一A 餐飲管理 01 B106310066 歐O蒨
飯店管理系一B 餐旅系二A 旅館管理 01 B105312071 陳O豪
飯店管理系三A 飯店管理系三A 消費者行為 01 B104210046 黃O銘
飯店管理系三A 飯店管理系三A 消費者行為 01 B105310602 宋O霆
飯店管理系三C 飯店管理系三C 顧客關係管理 01 B104210074 游O君
飯店管理系三C 飯店管理系三C 顧客關係管理 01 B104210080 林O龍
飯店管理系四C 進餐旅系四A 旅館英語(二) 01 P103212602 沈O霖
資多系一B 數遊系四A 基礎圖案設計 01 B103317002 侯O恩
資多系一B 數遊系四A 基礎圖案設計 01 B103317010 張O呈
資多系一B 數遊系四A 基礎圖案設計 01 B103317014 陳O宇
資多系一B 數遊系四A 基礎圖案設計 01 B103317026 黃O偉
資多系二B 資多系四B 2D動畫設計(一) 01 B105116702 黃O凱
資多系二B 資多系三B 數位錄影 01 B104316018 蔡O興
資多系三A 資多系三A 專案企劃 01 B104316001 謝O峰
資多系三A 資多系三A 擷取與互動技術 01 B104316001 謝O峰
資多系三B 資多系三B 3D動畫設計(一) 01 B104316018 蔡O興



開課班級 原始班級 科目名稱 組別 學號 姓名
資多系三B 資多系四B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3316058 黃O宣
資多系三B 資多系四B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3316073 杜O傑
資多系三B 數遊系四A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3317010 張O呈
資多系三B 數遊系四A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3317014 陳O宇
資多系三B 數遊系四A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3317026 黃O偉
資多系三B 資多系三B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4316034 李O
資多系三B 資多系二B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4316037 壽O帆
資多系三B 資多系三B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B104316041 宋O瑋
資多系三B 進休資系四A 行動裝置遊戲概論 01 P101208032 李O毅
資多系三B 資多系四A 專案企劃 01 B100316013 吳O廷
資多系三B 資多系三B 專案企劃 01 B104316018 蔡O興
資多系三B 資多系二B 專案企劃 01 B104316037 壽O帆
資多系四B 資多系四B 電腦遊戲製作 01 B103316058 黃O宣
資多系四B 數遊系四A 電腦遊戲製作 01 B103317002 侯O恩
餐旅系一A 餐旅系一A 服務學習(一) 01 B106312011 許O順
餐旅系一A 餐旅系一A 服務學習(一) 01 B106312018 楊O翔
餐旅系二B 餐旅系四A 基礎餐旅英文 01 B103212024 劉O勤
餐旅系二B 餐旅系二B 基礎餐旅英文 01 B105312050 許O文
餐旅系二B 餐旅系二A 基礎餐旅英文 01 B105312071 陳O豪
餐旅系二B 餐旅系四A 基礎餐旅英文 01 B105312707 黃O森
餐旅系二B 餐旅系四A 基礎餐旅英文 01 B105312708 謝O廣
餐旅系二合 餐旅系四E 初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1212299 甘O堅
餐旅系二合 餐旅系二C 初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5312154 黃O書
餐旅系二合 進餐旅系四A 初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P104212706 王O韋
餐旅系二合 進餐旅系四A 菜單設計與規劃 01 B103212258 許O茹
餐旅系二合 餐旅系二B 菜單設計與規劃 01 B105312050 許O文
餐旅系二合 餐旅系二C 菜單設計與規劃 01 B105312109 廖O慧
餐旅系三B 餐旅系三B 行銷管理 01 B104212035 許O瑋
餐旅系三B 餐旅系三B 行銷管理 01 B104212081 甄O東
餐旅系三B 餐旅系三B 行銷管理 01 B104212219 賴O昌
餐旅系三B 餐旅系三B 餐旅資訊管理系統 01 B104212033 鄭O文
餐旅系三B 餐旅系三B 餐旅資訊管理系統 01 B104212081 甄O東
餐旅系三B 餐旅系四A 餐旅資訊管理系統 01 B105312708 謝O廣
餐旅系三B 餐旅系三B 餐飲財務管理 01 B104212035 許O瑋
餐旅系三B 餐旅系三B 餐飲財務管理 01 B104212081 甄O東
餐旅系三C 餐旅系三C 餐飲成本控制 01 B104212222 王O豪
餐旅系三C 餐旅系三C 餐飲財務管理 01 B104212114 徐O倫
餐旅系三C 餐旅系三C 餐飲財務管理 01 B104212222 王O豪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行銷管理 01 B104212138 林O儀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行銷管理 01 B104212175 周O緯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行銷管理 01 B104212225 陳O怡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餐飲成本控制 01 B104212138 林O儀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餐飲成本控制 01 B104212175 周O緯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餐飲成本控制 01 B104212225 陳O怡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餐飲財務管理 01 B104212138 林O儀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餐飲財務管理 01 B104212175 周O緯
餐旅系三D 餐旅系三D 餐飲財務管理 01 B104212225 陳O怡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B 日本料理 01 B104212035 許O瑋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B 宴會管理 01 B104212033 鄭O文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B 宴會管理 01 B104212035 許O瑋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C 宴會管理 01 B104212114 徐O倫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C 宴會管理 01 B104212118 陳O斌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D 宴會管理 01 B104212175 周O緯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B 宴會管理 01 B104212219 賴O昌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A 進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4212007 陳O鋐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B 進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4212033 鄭O文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C 進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4212114 徐O倫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D 進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4212138 林O儀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A 進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4212201 施O宏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四A 進階中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5312708 謝O廣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四A 進階西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3212608 林O廷
餐旅系三合 餐旅系三A 進階西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B104212007 陳O鋐



開課班級 原始班級 科目名稱 組別 學號 姓名
餐旅系三合 進餐旅系四A 進階西餐烹飪學與實務 01 P103212602 沈O霖
餐旅系四B 餐旅系四B 餐旅法規與職業倫理 01 B104212618 彭O澄
餐旅系四合 餐旅系四B 西餐烹飪學與實務(二) 01 B104212618 彭O澄
餐旅系四合 餐旅系四A 餐旅連鎖事業管理 01 B103212030 陳O蓉
餐旅系四合 餐旅系四E 餐旅連鎖事業管理 01 B103212294 洪O純
餐旅系四合 餐旅系四B 餐旅連鎖事業管理 01 B104212618 彭O澄
應外系英語組四A 應外系英語組四A 英語能力訓練 01 B103104011 周O燊
應外系英語組四A 應外系英語組四A 英語會議與簡報 01 B103104011 周O燊
應外系英語組四A 應外系英語組四A 英語語言學概論 01 B103104011 周O燊
應外系英語組四A 應外系英語組四A 翻譯(一) 01 B103104011 周O燊
觀光系一A 觀光系一A 服務學習(一) 01 B106213090 楊O隆
觀光系一A 觀光系一A 服務學習(一) 01 B106213112 陳O宇
觀光系一C 觀光系一C 國際禮儀 01 B106213071 鄭O慈
觀光系二A 觀光系四B 基礎日語 01 B102213069 張O瑜
觀光系二A 觀光系二A 基礎日語 01 B105213021 陳O榕
觀光系二A 觀光系二A 基礎日語 01 B105213028 邱O霖
觀光系二A 觀光系二A 基礎日語 01 B105213037 陳O心
觀光系二A 觀光系二A 導覽解說 01 B105213021 陳O榕
觀光系二A 觀光系二A 導覽解說 01 B105213028 邱O霖
觀光系二A 觀光系二A 導覽解說 01 B105213037 陳O心
觀光系二A 飯店管理系四A 觀光英語(一) 01 B101210062 鄭O介
觀光系二B 觀光系二B 導覽解說 01 B105213060 王O慈
觀光系三A 觀光系三A 航空與票務管理 01 B104213041 郭O佳
觀光系三A 觀光系三A 航空與票務管理 01 B104213054 黃O惠
觀光系三A 觀光系三A 遊程規劃與設計 01 B104213010 鄧O隆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航空與票務管理 01 B102213184 吳O璇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航空與票務管理 01 B103213155 林O平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航空與票務管理 01 B103213157 陳O毅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航空與票務管理 01 B103213160 周O翰
觀光系三C 觀光系三C 航空與票務管理 01 B104213078 呂O白
觀光系三C 觀光系三C 會展行銷學 01 B104213078 呂O白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遊程規劃與設計 01 B103213146 曾O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遊程規劃與設計 01 B103213155 林O平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遊程規劃與設計 01 B103213157 陳O毅
觀光系三C 觀光系四C 遊程規劃與設計 01 B103213160 周O翰
觀光系三C 觀光系三C 遊程規劃與設計 01 B104213065 余O娟
觀光系三C 觀光系三C 遊程規劃與設計 01 B104213078 呂O白
觀光系四A 觀光系四A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5213705 楊O庭
觀光系四A 觀光系四A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5213711 羅O謙
觀光系四A 觀光系四A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5213712 方O鈺
觀光系四B 觀光系四B 導覽解說 01 B103213092 周O勳
觀光系四B 觀光系四B 導覽解說 01 B105213708 楊O倫
觀光系四B 觀光系四B 導覽解說 01 B105213710 黃O偉
觀光系四B 觀光系四B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3213092 周O勳
觀光系四B 觀光系四B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5213708 楊O倫
觀光系四B 觀光系四B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5213710 黃O偉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生態旅遊 01 B103213146 曾O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生態旅遊 01 B103213155 林O平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生態旅遊 01 B105213603 余O勳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博奕概論 01 B103213146 曾O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博奕概論 01 B105213603 余O勳
觀光系四C 飯店管理系四B 會展產業概論 01 B103210067 蔡O君
觀光系四C 飯店管理系四A 會展產業概論 01 B103210139 吳O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導覽解說 01 B103213155 林O平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導覽解說 01 B103213160 周O翰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導覽解說 01 B103213194 張O俞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導覽解說 01 B104213705 林O綾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導覽解說 01 B105213603 余O勳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3213194 張O俞
觀光系四C 觀光系四C 觀光遊憩活動設計 01 B105213603 余O勳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全球化議題 02 B105213705 楊O庭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全球化議題 02 B105213711 羅O謙



開課班級 原始班級 科目名稱 組別 學號 姓名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全球化議題 02 B105213712 方O鈺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二C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2 B105312154 黃O書
大學共同科目 飯店管理系四C 歷史與文化 02 B103210091 羅O辰
大學共同選修 休資系三B 人生哲學與生涯規劃 02 B104208073 陳O志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三D 人生哲學與生涯規劃 02 B104212138 林O儀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亞太政經發展 02 B103213092 周O勳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亞太政經發展 02 B105213708 楊O倫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亞太政經發展 02 B105213710 黃O偉
大學共同選修 休資系四B 性別關係與教育 02 B103208054 黃O彥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四E 性別關係與教育 02 B103212251 吳O叡
大學共同選修 烘焙系二A 性別關係與教育 02 B106321601 宋O程
大學共同選修 烘焙系二A 性別關係與教育 02 B106321602 陳O瑄
大學共同選修 休閒系三B 服務業分析 02 B103104008 黃O文
大學體育 烘焙系二B 體育(三) 02 B105321077 李O穎
旅館管理學院三年級 餐旅系三B 企業倫理 02 B104212219 賴O昌
旅館管理學院三年級 烘焙系三A 企業倫理 02 B104221027 吳O汶
教育與設計學院三年級 數遊系四A 智慧財產權與專業倫理 02 B103317010 張O呈
教育與設計學院三年級 資多系三A 智慧財產權與專業倫理 02 B104316001 謝O峰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B 全球化議題 03 B103213092 周O勳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B 全球化議題 03 B105213708 楊O倫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B 全球化議題 03 B105213710 黃O偉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二B 實用外國語(二)-日文 03 B105312050 許O文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二C 實用外國語(二)-日文 03 B105312120 邱O嘉
大學共同科目 烘焙系二A 實用外國語(二)-日文 03 B105321098 周O偉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二B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3 B105213060 王O慈
大學共同科目 烘焙系二A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3 B105321007 陳O兆衍
大學共同科目 烘焙系二A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3 B105321055 游O哲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四B 實用英文 03 B103219056 陳O慶
大學共同科目 飯店管理系四A 歷史與文化 03 B101210062 鄭O介
大學共同科目 飯店管理系三A 歷史與文化 03 B104210046 黃O銘
大學共同選修 餐旅系三C 生活科學與創意 03 B104212118 陳O斌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能源科技與應用 03 B103213089 蘇O穎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能源科技與應用 03 B103213092 周O勳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能源科技與應用 03 B103213190 張O福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能源科技與應用 03 B103213191 張O君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能源科技與應用 03 B105213708 楊O倫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四B 能源科技與應用 03 B105213710 黃O偉
休閒學院一年級 企管系四A 休閒遊憩概論 03 B103209022 陳O廷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一A 休閒遊憩概論 03 B106213023 陳O齊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一A 休閒遊憩概論 03 B106213030 吳O賜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一A 休閒遊憩概論 03 B106213090 楊O隆
休閒學院一年級 觀光系一A 休閒遊憩概論 03 B106213112 陳O宇
休閒學院二年級 觀光系四C 會計學 03 B103213160 周O翰
休閒學院二年級 觀光系四C 會計學 03 B103213164 賴O芸
休閒學院二年級 休閒系二A 會計學 03 B105219013 謝O寶
休閒學院二年級 休閒系二A 會計學 03 B105219068 林O局
休閒學院二年級 企管系四A 經濟學 03 B103209022 陳O廷
休閒學院二年級 觀光系四C 經濟學 03 B105213603 余O勳
旅館管理學院三年級 飯店管理系三C 企業倫理 03 B104210080 林O龍
旅館管理學院三年級 餐旅系三B 企業倫理 03 B104212035 許O瑋
旅館管理學院三年級 烘焙系三B 企業倫理 03 B104221064 鍾O竹
大學共同科目 烘焙系一C 中文閱讀與表達(一) 04 B106321143 王O捷
大學共同科目 幼教系三A 全球化議題 04 B104102017 陳O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四B 全球化議題 04 B104212618 彭O澄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三C 全球化議題 04 B104213071 賴O平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二A 批判、創意思考與科學 04 B105219013 謝O寶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二A 批判、創意思考與科學 04 B105219017 李O傑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二A 批判、創意思考與科學 04 B105219036 陳O瑄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二A 批判、創意思考與科學 04 B105219068 林O局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電腦與軟體應用 04 B103212047 李O澐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電腦與軟體應用 04 B105213705 楊O庭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電腦與軟體應用 04 B105213711 羅O謙



開課班級 原始班級 科目名稱 組別 學號 姓名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A 電腦與軟體應用 04 B105213712 方O鈺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四B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4 B101219137 陳O傑
大學共同科目 健康系四A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4 B102211008 賴O竣
大學共同科目 烘焙系三B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4 B104221131 郭O耀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二B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4 B105219064 柯O翔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二B 實用外國語(二)-英文 04 B105219076 彭O南
大學共同科目 進休資系四A 全球化議題 05 P103208009 吳O興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B 電腦與軟體應用 05 B103213092 周O勳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B 電腦與軟體應用 05 B105213704 林O孜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B 電腦與軟體應用 05 B105213708 楊O倫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四B 電腦與軟體應用 05 B105213710 黃O偉
大學共同科目 商設系四A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05 B103315014 陳O霖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三B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05 B104104601 郭O宏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二B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05 B105219064 柯O翔
普通體育A 觀光系一C 體育(一) 05 B106213047 謝O賢
普通體育A 觀光系一C 體育(一) 05 B106213071 鄭O慈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三B 全球化議題 06 B103104008 黃O文
大學共同科目 休閒系四B 全球化議題 06 B103219073 洪O翔
大學共同科目 餐旅系三B 全球化議題 06 B104212045 劉O男
大學體育 休閒系四B 體育(三) 06 B104219705 陳O齊
大學體育 餐旅系二B 體育(三) 06 B105312058 羅O傑
大學體育 餐旅系二C 體育(三) 06 B105312154 黃O書
大學體育 烘焙系二A 體育(三) 06 B105321007 陳O兆衍
大學體育 烘焙系二A 體育(三) 06 B106321601 宋O程
大學共同科目 數遊系四A 中文閱讀與表達(一) 07 B103317014 陳O宇
大學共同科目 幼教系三A 實用英文 07 B105102606 陳O昀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一A 社團學習與活動 07 B106213023 陳O齊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一A 社團學習與活動 07 B106213030 吳O賜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一A 社團學習與活動 07 B106213090 楊O隆
大學共同選修 觀光系一A 社團學習與活動 07 B106213112 陳O宇
普通體育A 幼教系三A 體育(一) 07 B105102606 陳O昀
大學共同科目 進餐旅系四A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08 P103212602 沈O霖
普通體育A 餐旅系一A 體育(一) 08 B106312011 許O順
普通體育A 餐旅系一A 體育(一) 08 B106312018 楊O翔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一C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 B106213047 謝O賢
大學共同科目 觀光系一C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0 B106213071 鄭O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