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選修開設課程 1.基礎機構學  2.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3.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彈性課程實施時間 
（暫定） 

每週五第二節 

※時段一：9/2、9/16、9/23、9/30、10/7、10/14、10/21、10/28、11/11 

※時段二： 11/18、11/25、12/2、12/9、12/16、12/23、12/30、1/6、1/13 

上課地點 

英文電影賞析→ 資訊三教室   

金工設計與製作→ 機械三教室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三教室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三教室 微電腦控制→ 鑄模館 3F 資訊科 303 工場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館 1F 汽車科底盤工場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建築三教室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1 多元選修2 多元選修3 彈性學習時段1 彈性學習時段2

機械二 1 951001 吳○如 基礎機構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英文電影賞析

機械二 2 951003 呂○陞 基礎機構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機械二 3 951004 李○翰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微電腦控制

機械二 4 951005 李○霖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機械二 5 951006 林○秀 基礎機構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機械二 6 951007 林○均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微電腦控制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機械二 7 951008 林○豪 基礎機構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電動機驅動實務

機械二 8 951011 施○佑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機械二 9 951012 高○娟 機械力學進階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金工設計與製作

機械二 10 951014 陳○皓 機械力學進階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機械二 11 951015 陳○睿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機械二 12 951016 陳○瑋 基礎機構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微電腦控制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機械二 13 951018 黃○翔 機械力學進階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機械二 14 951022 劉○賢 基礎機構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微電腦控制

機械二 15 951024 蕭○埕 基礎機構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機械二 16 951025 賴○廷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微電腦控制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機械二 17 951027 謝○烜 機械力學進階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電動機驅動實務

機械二 18 951111 王○傑 機械力學進階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精密機械加工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英文電影賞析

機械二 19 951153 林○廷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腦輔助進階繪圖與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機械二 21 951162 謝○駿 基礎機構學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微電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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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開設課程 立體模型製作實習 

彈性課程實施時間 
（暫定） 

每週五第二節 

※時段一：9/2、9/16、9/23、9/30、10/7、10/14、10/21、10/28、11/11 

※時段二： 11/18、11/25、12/2、12/9、12/16、12/23、12/30、1/6、1/13 

上課地點 

英文電影賞析→ 資訊三教室   

金工設計與製作→ 機械三教室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三教室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三教室 微電腦控制→ 鑄模館 3F 資訊科 303 工場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館 1F 汽車科底盤工場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建築三教室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時段1 彈性學習時段2

製圖二 1 955001 王○淳 立體模型製作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製圖二 2 955008 林○菁 立體模型製作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微電腦控制

製圖二 3 955009 邱○勳 進階電腦輔助繪圖與實習 微電腦控制 金工設計與製作

製圖二 4 955010 施○岑 進階電腦輔助繪圖與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二 5 955011 洪○暘 立體模型製作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製圖二 7 955017 陳○楷 進階電腦輔助繪圖與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微電腦控制

製圖二 8 955018 陳○丞 立體模型製作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二 9 955020 黄○婷 金工設計與製作 電動機驅動實務

製圖二 10 955023 賴○信 進階電腦輔助繪圖與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金工設計與製作

製圖二 11 955113 郭○燕 立體模型製作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金工設計與製作

製圖二 12 955114 黃○祺 立體模型製作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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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開設課程 單晶片實習 

彈性課程實施時間 
（暫定） 

每週五第二節 

※時段一：9/2、9/16、9/23、9/30、10/7、10/14、10/21、10/28、11/11 

※時段二： 11/18、11/25、12/2、12/9、12/16、12/23、12/30、1/6、1/13 

上課地點 

英文電影賞析→ 資訊三教室   

金工設計與製作→ 機械三教室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三教室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三教室 微電腦控制→ 鑄模館 3F 資訊科 303 工場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館 1F 汽車科底盤工場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建築三教室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時段1 彈性學習時段2

電機二 1 953001 朱○泰 單晶片實習 微電腦控制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電機二 2 953002 余○誠 單晶片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二 3 953005 周○翰 單晶片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微電腦控制

電機二 4 953006 林○棠 電子電路實習 微電腦控制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電機二 5 953007 林○宏 電子電路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二 6 953010 洪○誠 電子電路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電機二 7 953011 郭○璋 單晶片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二 8 953012 陳○豪 單晶片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電機二 9 953014 黄○宸 單晶片實習 微電腦控制 英文電影賞析

電機二 10 953015 黃○慶 單晶片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電機二 11 953016 黃○霖 單晶片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金工設計與製作

電機二 12 953018 楊○霖 單晶片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電機二 13 953019 楊○德 電子電路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微電腦控制

電機二 14 953024 謝○宸 單晶片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英文電影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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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開設課程 1.網頁設計實習 2.物聯網應用實習 

彈性課程實施時間 
（暫定） 

每週五第二節 

※時段一：9/2、9/16、9/23、9/30、10/7、10/14、10/21、10/28、11/11 

※時段二： 11/18、11/25、12/2、12/9、12/16、12/23、12/30、1/6、1/13 

上課地點 

英文電影賞析→ 資訊三教室   

金工設計與製作→ 機械三教室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三教室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三教室 微電腦控制→ 鑄模館 3F 資訊科 303 工場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館 1F 汽車科底盤工場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建築三教室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1 多元選修2 彈性學習時段1 彈性學習時段2

資訊二 2 959004 池○昕 網頁設計實習 演算法實習 微電腦控制 英文電影賞析

資訊二 3 959005 余○晏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資訊二 4 959006 吳○昆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金工設計與製作

資訊二 5 959010 柯○宏 網頁設計實習 演算法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電動機驅動實務

資訊二 6 959011 柯○美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微電腦控制

資訊二 8 959016 楊○杰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金工設計與製作

資訊二 9 959017 楊○詠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資訊二 10 959018 劉○穎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電動機驅動實務

資訊二 11 959020 謝○峻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資訊二 12 959153 林○綺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電動機驅動實務

資訊二 13 959155 黃○翔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微電腦控制

資訊二 14 959162 李○銘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微電腦控制 金工設計與製作

資訊二 15 959163 黃○恒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資訊二 16 959164 楊○宇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英文電影賞析 電動機驅動實務

資訊二 17 959165 鄭○宸 網頁設計實習 物聯網應用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資訊二 18 959171 洪○遠 網頁設計實習 演算法實習 金工設計與製作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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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開設課程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彈性課程實施時間 
（暫定） 

每週五第二節 

※時段一：9/2、9/16、9/23、9/30、10/7、10/14、10/21、10/28、11/11 

※時段二： 11/18、11/25、12/2、12/9、12/16、12/23、12/30、1/6、1/13 

上課地點 

英文電影賞析→ 資訊三教室   

金工設計與製作→ 機械三教室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三教室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三教室 微電腦控制→ 鑄模館 3F 資訊科 303 工場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館 1F 汽車科底盤工場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建築三教室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時段1 彈性學習時段2

汽車二 1 958001 王○彥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電動機驅動實務

汽車二 2 958002 余○廷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3 958005 李○翰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二 4 958006 沈○麟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6 958015 張○源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汽車二 7 958017 許○鳴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汽車二 8 958018 許○輝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二 9 958020 陳○碩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10 958021 陳○揚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微電腦控制

汽車二 11 958023 黄○東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12 958027 葉○瑞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電動機驅動實務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13 958028 詹○任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14 958030 謝○宸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15 958191 葉○韋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微電腦控制

汽車二 16 958192 李○珉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微電腦控制

汽車二 17 958193 林○諺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電動機驅動實務

汽車二 18 958194 黃○庭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英文電影賞析

汽車二 19 958195 黃○隆 車輛診斷儀器實習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英文電影賞析

進修部111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結果──汽車三



 

 

彈性課程實施時間 
（暫定） 

每週五第二節 

※時段一：9/2、9/16、9/23、9/30、10/7、10/14、10/21、10/28、11/11 

※時段二： 11/18、11/25、12/2、12/9、12/16、12/23、12/30、1/6、1/13 

上課地點 

英文電影賞析→ 資訊三教室   

金工設計與製作→ 機械三教室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製圖三教室 

電動機驅動實務→ 電機三教室 微電腦控制→ 鑄模館 3F 資訊科 303 工場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汽車館 1F 汽車科底盤工場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建築三教室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彈性學習時段1 彈性學習時段2

建築二 1 957001 王○倫 電動機驅動實務 金工設計與製作

建築二 2 957003 呂○蓉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建築二 3 957004 林○顓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微電腦控制

建築二 4 957005 林○穎 電動機驅動實務 金工設計與製作

建築二 5 957009 張○靜 金工設計與製作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建築二 6 957011 陳○均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建築二 7 957012 陳○誠 微電腦控制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建築二 8 957013 陳○穎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金工設計與製作

建築二 9 957014 黃○祐 電動機驅動實務 金工設計與製作

建築二 10 957016 鄭○宜 微電腦控制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建築二 11 957017 謝○涵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電動機驅動實務

建築二 12 957111 張○政 做自己的創意室內空間 金工設計與製作

建築二 13 957151 柯○峻 微電腦控制 達文西的機械與探討

建築二 14 957152 陳○諭 英文電影賞析 電動機驅動實務

建築二 16 957162 張○純 汽車基礎美容保養 金工設計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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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開設課程 建築法規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多元選修

建築一 1 057001 吳○締 建築法規

建築一 2 057002 吳○豪 建築法規

建築一 3 057003 李○曄

建築一 5 057005 林○漢 建築法規

建築一 6 057006 洪○成 建築法規

建築一 9 057009 黃○翔 建築法規

建築一 10 057010 葉○融 建築法規

建築一 11 057011 劉○峰 建築法規

建築一 13 057013 盧○文 建築法規

建築一 16 057152 陳○泯

建築一 19 057162 周○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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