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座號 姓名 科目 分類 學分數 上課時間 上課教室
電機五忠 21 黄O瑜 電工機械進階Ⅱ 校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機電五孝 19 曾O昌 英文Ⅱ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英文科辦公室

電子五忠 40 王O騰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五孝 1 丁O彥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汽車五忠 22 陳O霖 應用力學習作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建築五孝 34 黃O郡 國文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國文科辦公室

鑄造四忠 8 林O堃 數學Ⅱ 部必 4 9/26、10/3(8:00~17:00) 機模三忠

鑄造四忠 8 林O堃 機械力學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機電四孝 8 施O仁 機件原理Ⅱ(機電)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汽車四孝 29 許O勝 英文Ⅵ 部必 2 10/2、10/3(9:00~15:50) 英文科辦公室

汽車四孝 29 許O勝 基礎化學Ⅱ 部必 1 10/4、10/5、10/6(17:00~18:00) 數理科辦公室

汽車四孝 29 許O勝 數學Ⅱ 部必 4 9/26、10/3(8:00~17:00) 機模三忠

汽車四孝 29 許O勝 數學Ⅳ 校必 4 10/31、11/7(8:00~17:00) 機模三忠

汽車四孝 29 許O勝 應用數學Ⅱ 校選 3 11/14、11/21(8:00~18:00) 機模三忠

建築四忠 12 周O毅 英文Ⅵ 部必 2 10/2、10/3(9:00~15:50) 英文科辦公室

建築四忠 12 周O毅 國文Ⅳ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國文科辦公室

建築四忠 14 林O均 工程力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四忠 22 張O育 工程力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四忠 33 蕭O儀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建築四忠 33 蕭O儀 英文Ⅳ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英文科辦公室

建築四忠 37 張O義 數學Ⅳ 校必 4 10/31、11/7(8:00~17:00) 機模三忠

建築四孝 6 邱O融 工程力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四孝 26 林O驊 英文Ⅱ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英文科辦公室

建築四孝 26 林O驊 數學Ⅱ 部必 4 9/26、10/3(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三忠 3 林O家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忠 6 柯O桂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機械三忠 8 徐O頎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忠 12 郭O愷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機械三忠 12 郭O愷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忠 12 郭O愷 機械製造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忠 22 黃O翰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忠 28 蔡O恩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忠 32 謝O弘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忠 32 謝O弘 機械製造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忠 33 蘇O庭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忠 34 陳O宇 生物(A)Ⅱ 校必 1 9/27、9/28、9/29(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械三忠 34 陳O宇 地理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機械三忠 34 陳O宇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機械三忠 34 陳O宇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械三忠 34 陳O宇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機械三孝 3 李O軒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3 李O軒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4 李O軒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4 李O軒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5 周O恩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5 周O恩 歷史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5 周O恩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6 周O興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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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孝 6 周O興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械三孝 6 周O興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8 林O亨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機械三孝 8 林O亨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機械三孝 8 林O亨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8 林O亨 機械製造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9 姚O憲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11 洪O恩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13 徐O遠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機械三孝 13 徐O遠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械三孝 13 徐O遠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14 曹O豪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14 曹O豪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16 莊O安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16 莊O安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21 陳O元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21 陳O元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22 陳O翰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23 曾O誠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23 曾O誠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28 劉O村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28 劉O村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29 劉O元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機械三孝 29 劉O元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30 蔡O蓬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30 蔡O蓬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32 鄭O陞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械三孝 32 鄭O陞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械三孝 32 鄭O陞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32 鄭O陞 機械專業英文Ⅱ 校選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英文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32 鄭O陞 機械製造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33 謝O祺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33 謝O祺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35 張O瑜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35 張O瑜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36 何O陞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械三孝 36 何O陞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三孝 38 蘇O諺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機械三孝 38 蘇O諺 機械力學Ⅱ(機械)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2 何O勲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2 何O勲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2 何O勲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鑄造三忠 2 何O勲 機械材料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2 何O勲 機械製造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4 吳O霆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4 吳O霆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4 吳O霆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鑄造三忠 5 吳O瑋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鑄造三忠 5 吳O瑋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5 吳O瑋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鑄造三忠 5 吳O瑋 機件原理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5 吳O瑋 機械製造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6 李O軒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6 李O軒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6 李O軒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鑄造三忠 6 李O軒 機械材料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6 李O軒 機械製造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7 李O鈺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鑄造三忠 7 李O鈺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鑄造三忠 8 林O安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8 林O安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鑄造三忠 8 林O安 機件原理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9 林O祐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鑄造三忠 9 林O祐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鑄造三忠 9 林O祐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鑄造三忠 9 林O祐 機械力學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9 林O祐 機械材料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9 林O祐 機械製造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19 陳O勳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鑄造三忠 19 陳O勳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鑄造三忠 19 陳O勳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鑄造三忠 19 陳O勳 機械製造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26 蔡O 英文會話Ⅳ 校選 1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26 蔡O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26 蔡O 鑄造學Ⅱ 校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31 謝O汶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33 周O瑋 地理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33 周O瑋 英文會話Ⅳ 校選 1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33 周O瑋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33 周O瑋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33 周O瑋 機件原理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33 周O瑋 機械製造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34 鄭O文 生物(A)Ⅱ 校必 1 9/27、9/28、9/29(17:00~18:00) 機械二忠

鑄造三忠 34 鄭O文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鑄造三忠 34 鄭O文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鑄造三忠 34 鄭O文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鑄造三忠 34 鄭O文 現代文學欣賞Ⅱ 校選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國文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34 鄭O文 機件原理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三忠 35 楊O睿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鑄造三忠 35 楊O睿 英文會話Ⅳ 校選 1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35 楊O睿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三忠 35 楊O睿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鑄造三忠 35 楊O睿 機械製造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3 吳O諄 機械力學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4 林O栯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模三忠 4 林O栯 機械力學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12 張O偉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機模三忠 16 許O鳳 機械力學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19 陳O斌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機模三忠 21 陳O峪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模三忠 21 陳O峪 機械製造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27 詹O宥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模三忠 27 詹O宥 機械力學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32 賴O傑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模三忠 32 賴O傑 機械力學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38 黃O文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模三忠 38 黃O文 木模學Ⅱ 校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38 黃O文 機械力學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模三忠 38 黃O文 機械製造Ⅱ(機模)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1 王O涵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1 王O涵 機械力學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11 張O棟 英文會話Ⅳ 校選 1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11 張O棟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11 張O棟 機件原理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17 黃O祐 機械力學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19 黃O傑 機械力學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21 黃O崴 機械力學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23 黄O群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24 楊O陞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製圖三忠 24 楊O陞 機件原理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24 楊O陞 機械力學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26 楊O凱 機件原理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31 賴O綺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31 賴O綺 機件原理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31 賴O綺 機械力學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製圖三忠 36 楊O祐 英文會話Ⅳ 校選 1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36 楊O祐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製圖三忠 38 楊O蓁 英文會話Ⅳ 校選 1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38 楊O蓁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38 楊O蓁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三忠 38 楊O蓁 機件原理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機電三忠 17 徐O宗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機電三忠 21 陳O閎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機電三忠 24 黃O澤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電三忠 35 吳O燐 地理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機電三忠 35 吳O燐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機電三忠 35 吳O燐 資訊科技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機電三忠 35 吳O燐 歷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機電三孝 2 王O榤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4 何O逸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電三孝 10 林O泓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電三孝 11 柯O丞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15 張O翔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15 張O翔 機械力學Ⅱ(機電)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機電三孝 20 陳O垠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機電三孝 22 陳O銨 英文會話Ⅳ 校選 1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22 陳O銨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22 陳O銨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22 陳O銨 數位邏輯Ⅱ(機電)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機電三孝 22 陳O銨 機件原理Ⅱ(機電)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機電三孝 22 陳O銨 機械力學Ⅱ(機電)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機電三孝 33 藍O哲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電三孝 37 陳O豪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37 陳O豪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三孝 37 陳O豪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電三孝 37 陳O豪 機件原理Ⅱ(機電)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機電三孝 37 陳O豪 機械力學Ⅱ(機電)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電機三忠 21 陳O理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電機三忠 22 陳O凡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電機三忠 26 楊O安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電機三孝 23 黃O宏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電機三孝 23 黃O宏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控制三忠 8 林O呈 基本電學Ⅱ(控制)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控制三忠 17 許O瑜 生活科技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控制三忠 17 許O瑜 基本電學Ⅱ(控制)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控制三忠 19 陳O宸 基本電學Ⅱ(控制)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3 白O程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4 吳O篁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電子三忠 4 吳O篁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電子三忠 4 吳O篁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4 吳O篁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11 邱O奕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12 凃O譯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22 陳O豪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22 陳O豪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26 黃O凱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32 鄭O廷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32 鄭O廷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忠 36 蘇O琮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5 吳O誠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11 林O鋒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20 陳O均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20 陳O均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21 陳O宇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22 陳O元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31 劉O舜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32 劉O呈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電子三孝 32 劉O呈 可程式邏輯設計 校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32 劉O呈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33 蔡O諭 電子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37 王O琳 生物(A)Ⅱ 校必 1 9/27、9/28、9/29(17:00~18:00) 機械二忠

電子三孝 37 王O琳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電子三孝 37 王O琳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電子三孝 37 王O琳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電子三孝 37 王O琳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電子三孝 38 陳O廷 體育Ⅳ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體育組辦公室

電子三孝 38 陳O廷 地理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電子三孝 38 陳O廷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電子三孝 38 陳O廷 歷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資訊三忠 4 王O閎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資訊三忠 4 王O閎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資訊三忠 4 王O閎 微處理機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資訊科辦公室

資訊三忠 9 池O恩 微處理機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資訊科辦公室

資訊三忠 13 林O斌 微處理機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資訊科辦公室

汽車三忠 2 吳O霖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5 林O原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5 林O原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5 林O原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汽車三忠 5 林O原 底盤原理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汽車三忠 7 邱O凱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10 施O佑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11 倪O順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13 張O瑋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14 張O睿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14 張O睿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14 張O睿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汽車三忠 14 張O睿 底盤原理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汽車三忠 24 黃O瑋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忠 27 鄭O楷 底盤原理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汽車三忠 29 蕭O鈞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孝 9 吳O霖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孝 10 林O穎 英文閱讀指導Ⅱ 校選 1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孝 10 林O穎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汽車三孝 10 林O穎 應用力學習作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汽車三孝 12 林O宇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汽車三孝 12 林O宇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孝 12 林O宇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孝 16 洪O昕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孝 16 洪O昕 應用力學習作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汽車三孝 21 曾O誠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三孝 28 葉O誠 國語文Ⅳ-B 部必 3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建築三忠 8 黄O詞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11 王O茹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12 周O榕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15 張O綸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建築三忠 15 張O綸 基礎工程力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三忠 20 曾O誠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20 曾O誠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建築三忠 20 曾O誠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建築三忠 22 葉O恩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忠 26 戴O畯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27 謝O佑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27 謝O佑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建築三忠 29 鄭O鴻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29 鄭O鴻 地理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建築三忠 29 鄭O鴻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建築三忠 29 鄭O鴻 建築法規Ⅱ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三忠 29 鄭O鴻 基礎工程力學Ⅱ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三忠 30 邱O翰 化學Ⅱ 部必 1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建築三忠 30 邱O翰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忠 31 楊O婷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建築三忠 31 楊O婷 數學Ⅳ(108)-B 校必 4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建築三孝 8 柯O超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14 莊O安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建築三孝 14 莊O安 英語文Ⅳ 部必 2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建築三孝 15 許O瑄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16 許O棋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建築三孝 18 黃O睿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22 葉O珉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25 鄭O霖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27 謝O雯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28 顏O呈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30 林O慈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建築三孝 31 許O宏 數學Ⅳ(108)-A 校必 4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機械二忠 3 吳O諺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二忠 6 沈O佑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忠 9 林O承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械二忠 9 林O承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忠 10 林O毅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械二忠 11 柯O穎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機械二忠 13 郭O叡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二忠 15 陳O勳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忠 17 黃O千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械二忠 18 黄O豪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械二忠 19 黃O駿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械二忠 20 黃O凱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二忠 21 楊O漢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忠 22 潘O銘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二忠 24 蔡O霖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二忠 25 蔡O祥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二忠 26 盧O宇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械二忠 27 蕭O利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機械二忠 31 謝O仰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機械二忠 32 林O昇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械二忠 33 張O榮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機械二忠 34 賴O諒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忠 35 黃O庭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械二忠 36 劉O廷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孝 2 白O立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機械二孝 2 白O立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機械二孝 20 温O宸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孝 25 黃O睿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機械二孝 25 黃O睿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機械二孝 26 楊O弘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械二孝 36 陳O霖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機械二孝 38 洪O婷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鑄造二忠 3 李O泰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3 李O泰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3 李O泰 機械材料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二忠 3 李O泰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鑄造二忠 7 林O鴻 美術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鑄造二忠 7 林O鴻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鑄造二忠 7 林O鴻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鑄造二忠 7 林O鴻 機械材料Ⅱ(鑄造)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鑄造二忠 12 許O英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12 許O英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17 陳O閔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17 陳O閔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20 黃O祺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鑄造二忠 20 黃O祺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鑄造二忠 21 黃O棠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21 黃O棠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21 黃O棠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鑄造二忠 21 黃O棠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鑄造二忠 22 楊O廣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22 楊O廣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26 劉O廷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26 劉O廷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31 鍾O昌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31 鍾O昌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32 王O翰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鑄造二忠 32 王O翰 英語文Ⅱ-A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模二忠 4 吳O睿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6 林O亘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模二忠 6 林O亘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6 林O亘 全民國防教育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機模二忠 8 張O凱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15 黄O佑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模二忠 15 黄O佑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15 黄O佑 資訊科技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機模二忠 15 黄O佑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20 楊O錡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模二忠 20 楊O錡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20 楊O錡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23 歐O勝 美術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機模二忠 23 歐O勝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機模二忠 23 歐O勝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模二忠 23 歐O勝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機模二忠 23 歐O勝 全民國防教育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機模二忠 24 蔡O哲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機模二忠 24 蔡O哲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機模二忠 24 蔡O哲 美術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製圖二忠 5 吳O軒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二忠 5 吳O軒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製圖二忠 5 吳O軒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製圖二忠 8 呂O廷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製圖二忠 8 呂O廷 機械材料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製圖二忠 10 林O君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製圖二忠 10 林O君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製圖二忠 10 林O君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製圖二忠 11 林O佑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製圖二忠 12 林O群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二忠 12 林O群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製圖二忠 16 韋O賜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製圖二忠 16 韋O賜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製圖二忠 16 韋O賜 機械材料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製圖二忠 17 康O愷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二忠 27 劉O理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製圖二忠 27 劉O理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製圖二忠 27 劉O理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製圖二忠 27 劉O理 機械材料Ⅱ(製圖)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製圖二忠 28 蔡O程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製圖二忠 28 蔡O程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製圖二忠 30 謝O縈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製圖二忠 30 謝O縈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電二忠 2 何O穎 全民國防教育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機電二忠 35 許O嘉 生物(A)Ⅱ 校必 1 9/27、9/28、9/29(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電二忠 35 許O嘉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電二忠 35 許O嘉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機電二忠 35 許O嘉 全民國防教育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機電二孝 10 曹O壬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電二孝 19 陳O鈺 生物(A)Ⅱ 校必 1 9/27、9/28、9/29(17:00~18:00) 機械二忠

機電二孝 19 陳O鈺 地理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機電二孝 19 陳O鈺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機電二孝 19 陳O鈺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機電二孝 19 陳O鈺 資訊科技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機電二孝 19 陳O鈺 機電電學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機電二孝 19 陳O鈺 全民國防教育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電機二忠 15 梁O尉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電機二忠 17 陳O廷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機二忠 31 鄭O貴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電機二忠 34 林O丞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電機二忠 34 林O丞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機二忠 34 林O丞 數位邏輯Ⅱ(電機) 校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電機二孝 4 吳O佑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電機二孝 4 吳O佑 基本電學Ⅱ(電機)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電機二孝 9 卓O鋒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機二孝 14 林O翔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電機二孝 14 林O翔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機二孝 16 徐O皓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機二孝 27 蔡O燁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機二孝 29 鄭O安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電機二孝 30 謝O任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電機二孝 31 鐘O宏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電機二孝 32 顧O斌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電機二孝 32 顧O斌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電機二孝 32 顧O斌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機二孝 36 鄭O傑 體育Ⅱ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體育組辦公室

電機二孝 36 鄭O傑 地理Ⅱ-A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電機二孝 36 鄭O傑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電機二孝 37 葉O頡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電機二孝 37 葉O頡 國語文Ⅱ(東大) 部必 3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電機二孝 37 葉O頡 基本電學Ⅱ(電機)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電機二孝 37 葉O頡 數位邏輯Ⅱ(電機) 校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控制二忠 14 曹O凱 美術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控制二忠 14 曹O凱 計算機應用 校選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控制二忠 18 許O晨 數位邏輯設計Ⅱ 校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控制二忠 26 楊O憲 美術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電子二忠 4 吳O叡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忠 5 沈O泰 音樂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電子二忠 21 黃O愷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電子二忠 22 楊O哲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電子二忠 23 楊O翔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電子二忠 29 蔡O辰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忠 31 戴O漢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忠 32 謝O傑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忠 34 陳O霖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電子二忠 35 黄O皓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4 周O軒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7 柯O佑 體育Ⅱ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體育組辦公室

電子二孝 7 柯O佑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電子二孝 7 柯O佑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7 柯O佑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電子二孝 8 柳O瀚 體育Ⅱ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體育組辦公室

電子二孝 8 柳O瀚 美術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8 柳O瀚 計算機應用Ⅱ 校選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8 柳O瀚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8 柳O瀚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電子二孝 13 陳O峰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14 陳O螢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23 葉O廷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26 蔡O幼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31 魏O祐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33 李O碩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電子二孝 33 李O碩 基本電學Ⅱ(電子)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35 蔣O恩 體育Ⅱ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體育組辦公室



電子二孝 35 蔣O恩 美術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35 蔣O恩 計算機應用Ⅱ 校選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35 蔣O恩 音樂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電子二孝 35 蔣O恩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電子二孝 35 蔣O恩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電子二孝 35 蔣O恩 健康與護理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學務處辦公室

汽車二忠 1 何O全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汽車二忠 3 吳O瑋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二忠 3 吳O瑋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汽車二忠 3 吳O瑋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汽車二忠 3 吳O瑋 底盤原理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汽車二忠 4 李O豪 資訊科技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汽車二忠 14 張O翔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汽車二忠 14 張O翔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汽車二忠 14 張O翔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汽車二忠 15 許O程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汽車二忠 16 陳O恩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汽車二孝 12 屈O凱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汽車二孝 12 屈O凱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汽車二孝 12 屈O凱 英文會話Ⅱ 校選 1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汽車二孝 12 屈O凱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汽車二孝 12 屈O凱 數學Ⅱ(108)-C1 部必 4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汽車二孝 16 施O翌 英語文Ⅱ-B 部必 2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汽車二孝 16 施O翌 底盤原理 部必 3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建築二忠 2 王O偉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建築二忠 2 王O偉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建築二忠 2 王O偉 構造與施工法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二忠 2 王O偉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建築二忠 5 吳O傑 構造與施工法 部必 2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建築二忠 19 陳O瑋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建築二忠 19 陳O瑋 數學Ⅱ(108)-A 部必 4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建築二忠 19 陳O瑋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建築二忠 24 湯O諺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建築二忠 36 施O弦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建築二忠 36 施O弦 健康與護理Ⅱ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學務處辦公室

建築二孝 2 周O毅 物理Ⅱ 部必 2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建築二孝 2 周O毅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建築二孝 2 周O毅 數學Ⅱ(108)-B 部必 4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建築二孝 9 許O穎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建築二孝 13 黃O綺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建築二孝 15 葉O榕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建築二孝 15 葉O榕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建築二孝 27 邱O宇 物理演習Ⅱ 校必 1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建築二孝 27 邱O宇 國語文Ⅱ(龍騰)-B 部必 3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

12/23(四)、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建築二孝 27 邱O宇 數學Ⅱ(108)-C2 部必 4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建築二孝 27 邱O宇 全民國防教育Ⅱ-B 部必 1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