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學年度 第二學期 通識英文
大一英文能力培訓班名單
第一組
上課時段：T8、9
上課教室：11-0603
班級
學號
姓名
工管一B 40906201 吳○禎
建築一A 40922154 劉○宗
視傳一A 40939136 官○璇
電子一A 40903107 鄭○頤
電子一A 40903152 林○賢
電機一A 40905109 謝○駿
電機一A 40905121 田○晉
電機一A 40905123 呂○原
電機一A 40905129 陳○諺
電機一A 40905134 謝○恩
數位一C 40932333 吳○毅
數位一C 40932336 黃○堯
數位一C 40932349 潘○琳
機械一C 40904312 王○勇
機械一C 40904317 姜○丞
餐飲一A 40934103 楊○樺
餐飲一A 40934113 鄭○婷
餐飲一A 40934115 鄭○毓
餐飲一A 40934124 林○純
餐飲一A 40934128 王○智
餐飲一A 40934131 呂○珍
餐飲一A 40934140 田○桓
餐飲一A 40934141 甘○維
餐飲一A 40934143 林○淯
餐飲一A 40934150 蔡○蓉

第二組
上課時段：F3、4
上課教室：11-0603
班級
學號
姓名
幼保一A 40910117 施○彣
幼保一A 40910114 黃○瑄
幼保一A 40910120 王○珊
幼保一A 40910137 吳○萱
企管一A 40909124 蔡○祐
休運一A 40931117 楊○豪
妝彩一B 40930204 林○妤
妝彩一B 40930235 蘇○涵
資管一B 40911202 陳○嘉
資管一B 40911216 黃○文
資管一B 40911218 王○婷
資管一B 40911244 郭○祥
電子一B 40903210 陳○緯
電子一B 40903221 鄭○尹
電機一B 40905209 陳○聿
數位一B 40932233 曾○軒
數位一B 40932234 王○閎
數位一B 40932239 陳○銘
數位一B 40932242 陳○安
數位一B 40932243 王○茗
機械一B 40904215 簡○○澤
機械一B 40904238
施○

第三組
上課時段：W1、2
上課教室：11-0612
班級
學號
姓名
妝彩一A 40930122 姚○婕
妝彩一A 40930130 翁○芳
妝彩一A 40930133 李○儀
妝彩一A 40930139 陳○諭
妝彩一A 40930140 鄭○允
建築一B 40922208 江○成
建築一B 40922229 黃○穎
資工一A 40918106 陳○芸
資工一A 40918134 林○宇
資工一A 40918135 潘○韓
資工一A 40918140 陳○靜
資管一A 40911110 黃○家
資管一A 40911139 林○煜
數位一A 40932122 韋○涵
數位一A 40932123 楊○涓
數位一A 40932147 林○真
機械一A 40904123 陳○齊
機械一A 40904130 蔡○翰
餐飲一B 40934212 郭○妤
餐飲一B 40934213 林○義
餐飲一B 40934216 魏○佑
餐飲一B 40934242 黃○朱
餐飲一B 40934256 宋○宸
觀光一A 40925137 黃○銓
觀光一A 40925201 沈○琪

第四組
上課時段：M1、2
上課教室：11-0101
班級
學號
姓名
土木一B 40935218 劉○云
土木一B 40935225 戴○宸
土木一B 40935230 陳○益
土木一B 40935242 吳○諺
工管一A 40906114 李○穎
幼保一B 40910225 徐○芸
幼保一B 40910235 蔡○軒
幼保一B 40910241 李○庭
企管一B 40909201 張○妍
企管一B 40909213 劉○迪
休運一B 40931216 黃○豪
休運一B 40931226 曾○麒
金融一A 40933120 邱○愉
金融一A 40933129 陳○真
資工一B 40918102 林○富
電機一C 40905320 鍾○航
餐飲一C 40934314 吳○融
餐飲一C 40934321 胡○旻
餐飲一C 40934323 陳○妤
餐飲一C 40934332 唐○芯
餐飲一C 40934342 黃○茜
餐飲一C 40934344 劉○豪
餐飲一C 40934348 許○杰
餐飲一C 40934358 陳○凡

109學年度 第二學期 通識英文
大一精英班名單
第一組
上課時段：T8、9
上課教室：11-0608
班級
學號
姓名
工管一B 40906246 陳○瑛
建築一A 40922103 林○緯
建築一A 40922105 高○琦
建築一A 40922107 曾○允
建築一A 40922108 王○寧
建築一A 40922109 廖○琁
建築一A 40922113 許○棠
建築一A 40922115 許○傑
建築一A 40922148 吳○翰
國企一A 40920107 黃○昀
國企一A 40920110 劉○鳳
國企一A 40920115 陳○穎
視傳一A 40939116 陳○榆
視傳一A 40939147 莊○棟
電子一A 40903101 許○方
電子一A 40903103 陳○叡
電子一A 40903104 孫○傑
電子一A 40903136 黃○豐
電子一A 40903159 洪○詔
數位一C 40932327 彭○宇
餐飲一A 40934133 李○逸

第二組
上課時段：F3、4
上課教室：11-0101
班級
學號
姓名
企管一A 40909132 許○珊
資管一B 40911213 江○哲
資管一B 40911214 劉○宇
資管一B 40911243 歐○龍
電子一B 40903226 潘○銘
電子一B 40903242 馮○睿
電機一B 40905217 周○慶
電機一B 40905222 黃○超
電機一B 40905227 趙○澤
電機一B 40905251 盧○丞
數位一B 40932203 林○逸
數位一B 40932209 楊○鈞
數位一B 40932210 吳○丞
數位一B 40932220 李○霖
機械一B 40904203 謝○傑
機械一B 40904206 郭○廷
機械一B 40904216 白○弘
機械一B 40904233 蕭○森
機械一B 40904243 蘇○承

第三組
上課時段：W1、2
上課教室：11-0608
班級
學號
姓名
土木一A 40935106 胡○宇
土木一A 40935107 孫○浩
土木一A 40935108 黃○誌
土木一A 40935120 陳○佑
土木一A 40935121 顏○芳
土木一A 40935124 劉○全
妝彩一A 40930144 陳○伃
妝彩一A 40930116 潘○臻
妝彩一A 40930124 陳○
建築一B 40922218 周○安
建築一B 40922256 孫○翔
建築一B 40922261 許○宭
資管一A 40911120 陳○鴻
數位一A 40932105 劉○華
數位一A 40932107 蔡○軒
數位一A 40932110 關○
數位一A 40932112 王○杰
數位一A 40932124 王○瑞
數位一A 40932142 李○綺
機械一A 40904129 沈○皓
機械一A 40904144 張○豪
機械一A 40904149 許○維
機械一A 40904157 王○維
機械一A 40904154 黃○豪
建築一B 40922258 郭○岩

第四組
上課時段：M1、2
上課教室：11-0603
班級
學號
姓名
土木一B 40935226 游○文
工管一A 40906135 許○誠
幼保一B 40910212 林○鴻
幼保一B 40910219 李○萱
企管一B 40909220 郭○寰
金融一A 90933139 吳○柔
金融一A 40933102 何○訓
金融一A 40933103 楊○慶
金融一A 40933109 林○茵
金融一A 40933111 楊○婷
金融一A 40933115 鄭○翔
金融一A 40933116 莊○潔
建築一C 40922308 曾○淇
建築一C 40922311 吳○芳
建築一C 40922320 黃○晟
建築一C 40922347 劉○奇
建築一C 40922363 蔡○芸
建築一C 40922302 施○煒
資工一B 40918214 黃○豪
電機一C 40905331 程○皓
電機一C 40905347 謝○政
電機一C 40905350 許○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