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日間部期末考 衝堂學生

衝堂生試場安排表

所屬班級 學號 姓名 考試日期 星期 節次 考試科目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上課時間 監考方式 考試方式 建議考試方式
進四技健管系延修 1042423088 劉季潔 1090110 五 3 生理學 李嘉宜 四技健管運動一一 (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3:00先去N507考"筆試"測驗。
進四技健管系延修 1042423088 劉季潔 1090110 五 3 中文(一) 邵曼珣 四技日間部一 (四)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醫管醫管三一 1061431017 曾怡萱 1090107 二 1 衛生政策與法規 劉明煌 四技醫管健康二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上午8:10去K202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醫管三一 1061431017 曾怡萱 1090107 二 1 醫療行銷管理學 張秉庠 四技醫管健康三一 (二)1-2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四技醫管醫管三一 1061431033 蔡宇捷 1090107 二 1 衛生政策與法規 劉明煌 四技醫管健康二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上午8:10去K202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醫管三一 1061431033 蔡宇捷 1090107 二 1 醫療行銷管理學 張秉庠 四技醫管健康三一 (二)1-2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四技醫管醫管二一 1071431049 陳冠年 1090108 三 3 病理學 張朝凱,溫小娟 四技醫管醫管二一 (三)6-7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4:00去N306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醫管二一 1071431049 陳冠年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03 余　琦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03 余　琦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26 馬暄筑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26 馬暄筑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3 許九懿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3 許九懿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4 李采婕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4 李采婕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6 羅亭珠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6 羅亭珠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7 謝雨庭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四技醫管健康一一 1081432037 謝雨庭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四技健管運動一一 1081433051 周雯仙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四技健管運動一一 1081433051 周雯仙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觀光系三一 1061426100 劉永豐 1090108 三 4 觀光休閒產業個案分曾欽耀 日四技觀光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觀光系三一 1061426100 劉永豐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3-4 統一排考 筆試 請準時於15:30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護理系延修 1041404013 董思妤 1090106 一 2 職場文書 葉錦霞 通識課程 (一)3-4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護理系延修 1041404013 董思妤 1090106 一 2 癌症護理學 廖幼媫,郭素青,陳日四技護理系三二 (五)3-4 統一排考 筆試 請準時於早上10:30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31401166 黃志弘 1090109 四 3 中文(一) 葉錦霞 四技日間部一 (四)5-6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508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31401166 黃志弘 1090109 四 3 磁振造影原理 莊奇容,林明芳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二)1-2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41401074 蔡培岳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41401074 蔡培岳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41401142 葉虹娟 1090109 四 2 醫事倫理 范家榮 通識課程 (四)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41401142 葉虹娟 1090109 四 2 普通化學 莊奇容 日四技醫放系一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請準時於早上10:30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41407091 欒政庭 1090108 三 1 大學之道 宋惠中 四技日間部一 (三)1-2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放系延修 1041407091 欒政庭 1090108 三 1 物理學與實驗(一) 林文傑,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一二 (二)2-4 統一排考 筆試 請準時於早上8:50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四二 1041401106 陳偉然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四二 1041401106 陳偉然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四一 1051401147 林以君 1090108 三 1 第二外語 陳文英 四技日間部二 (三)1-2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早上8:10去N509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放系四一 1051401147 林以君 1090108 三 1 物理學與實驗(一) 林文傑,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一二 (二)2-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098 黃建嘉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098 黃建嘉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115 陳靖峰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115 陳靖峰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115 陳靖峰 1090107 二 2 牙科放射診斷技術學李口榮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1:10去N109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115 陳靖峰 1090107 二 2 輻防法規 林俊良 日四技醫放系二一 (四)5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145 鄭品睿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1061401145 鄭品睿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02 吳柏勳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02 吳柏勳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06 黃品綺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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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堂生試場安排表

所屬班級 學號 姓名 考試日期 星期 節次 考試科目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上課時間 監考方式 考試方式 建議考試方式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06 黃品綺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12 李宛融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12 李宛融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24 白宗霖 1090107 二 2 牙科放射診斷技術學李口榮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二)3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M401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24 白宗霖 1090107 二 2 輻防法規 林俊良 日四技醫放系二一 (四)5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39 吳翰融 1090110 五 3 自然科技-科學與現代于飛 通識課程 (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39 吳翰融 1090110 五 3 解剖學(一) 秦作威 日四技醫放系一一 (二)5-6 統一排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3:50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40 周芷霆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40 周芷霆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50 邱孟婷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三一 1061401050 邱孟婷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1071401079 陳正穎 1090106 一 1 放射診斷儀器學 郭宗德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一)1(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1071401079 陳正穎 1090106 一 1 醫學影像處理與傳輸葉奇青,陳啟禎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1-3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1071401079 陳正穎 1090107 二 2 牙科放射診斷技術學李口榮 日四技醫放系三二 (二)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1:10去N109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1071401079 陳正穎 1090107 二 2 輻防法規 林俊良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四)2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工系延修 1041407020 吳凱廉 1090109 四 2 社會公民-性別關係 賴哲民 通識課程 (四)3-4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工系延修 1041407020 吳凱廉 1090109 四 2 數值分析 李宗杰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五)5-7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207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工系延修 1041407030 余靖安 1090109 四 3 生物科技 廖美華,薛婉儀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四)6-8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工系延修 1041407030 余靖安 1090109 四 3 電子學(一) 李宗杰 日四技醫工系二一 (二)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208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工系四二 1051407071 黃凱伊 1090109 四 3 生物科技 廖美華,薛婉儀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四)6-8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工系四二 1051407071 黃凱伊 1090109 四 3 電子學(一) 李宗杰 日四技醫工系二一 (二)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208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04 向鄧傑 1090106 一 2 文史藝術-音樂與電影莊貽婷 通識課程 (一)3-4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04 向鄧傑 1090106 一 2 癌症護理學 廖幼媫,郭素青,陳日四技護理系三二 (五)3-4 統一排考 筆試 早上10:30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21 黃依穎 1090109 四 3 生物科技 廖美華,薛婉儀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四)6-8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21 黃依穎 1090109 四 3 電子學(一) 李宗杰 日四技醫工系二一 (二)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208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29 黃玉銘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29 黃玉銘 1090106 一 2 癌症護理學 廖幼媫,郭素青,陳日四技護理系三二 (五)3-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32 鄒孟倫 1090109 四 2 數值分析 李宗杰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五)5-7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32 鄒孟倫 1090109 四 2 醫事倫理 范家榮 通識課程 (四)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36 游統智 1090109 四 2 多媒體應用 許乃斌 日四技高齡四一 (四)3-4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於上午10:10"先"去K205上機考。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1051407036 游統智 1090109 四 2 數值分析 李宗杰 日四技醫工系四一 (五)5-7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環衛系一一 1081405007 游千又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環衛系一一 1081405007 游千又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四)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環衛系一一 1081405018 何旻威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環衛系一一 1081405018 何旻威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二)3-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環衛系一一 1081405022 鄭遠翔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環衛系一一 1081405022 鄭遠翔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二)3-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2 陳中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2 陳中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3 李燕婷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3 李燕婷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4 蔡湘君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4 蔡湘君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6 吳世偉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6 吳世偉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7 許芷瑄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07 許芷瑄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10 趙奕豪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1081417010 趙奕豪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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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班級 學號 姓名 考試日期 星期 節次 考試科目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上課時間 監考方式 考試方式 建議考試方式
日四技餐管系三二 1061406002 鄧光曜 1090109 四 2 社會公民-性別關係 賴哲民 通識課程 (四)3-4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餐管系三二 1061406002 鄧光曜 1090109 四 2 環境有機與衛生健康陳志郎 日四技環衛系二一 (二)1-2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上午10:10去J507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餐管系三二 1061411009 黃竣淵 1090107 二 2 英文(一) 林幸慧 四技日間部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上午10:10先去N507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餐管系三二 1061411009 黃竣淵 1090107 二 2 餐旅英文(一) 徐瑞蓮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一)1-2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餐管系三一 1061416081 曹維文 1090109 四 3 生物統計與軟體應用林鶯熹 日四技醫技系二二 (一)5-6 統一排考 筆試 下午13:50至(B1文化教室)應考2科
日四技餐管系三一 1061416081 曹維文 1090109 四 3 餐飲營養 劉婉真 日四技餐管系一二 (四)5-6 統一排考 筆試 下午13:50至(B1文化教室)應考2科
日四技餐管系三一 1071409116 鄧欣雅 1090106 一 6 大學之道 蔡秋如 四技日間部一 (五)1-2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餐管系三一 1071409116 鄧欣雅 1090106 一 6 專題討論 李民賢 日四技餐管系三一 (一)A(二)M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09022 葉昱伶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09022 葉昱伶 1090108 三 4 飲食文化 劉婉真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J306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09032 彭賢凱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09032 彭賢凱 1090108 三 4 飲食文化 劉婉真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J306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09033 柳智翔 1090108 三 4 飲食文化 劉婉真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J306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09033 柳智翔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二)3-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12028 林凱葳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1071412028 林凱葳 1090108 三 4 飲食文化 劉婉真 日四技餐管系二一 (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J306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餐管系一一 1081409021 黃蓉里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餐管系一一 1081409021 黃蓉里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網路三一 1061408027 蕭宇辰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網路三一 1061408027 蕭宇辰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網路三一 1061408030 古奇弘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網路三一 1061408030 古奇弘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網路三一 1061429007 劉宇紘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網路三一 1061429007 劉宇紘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資管系四一 1051408046 黃煜程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二)3-4 統一排考 筆試 請準時於15:30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資管系四一 1051408046 黃煜程 1090108 三 5 數位發展實務 何天華,杜建志 日四技資管系四一 (三)5-7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於下午13:00去A301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51408020 黃翰清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51408020 黃翰清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上機考，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19 陳昱全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19 陳昱全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上機考，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22 陳李寧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22 陳李寧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四)7-8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上機考，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32 廖禹誠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32 廖禹誠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53 劉峻瑋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53 劉峻瑋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二)3-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上機考，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91 王荀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91 王荀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上機考，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93 王馨賢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08093 王馨賢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二)3-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上機考，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12005 林彥豐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12005 林彥豐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12007 陳代鋼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1061412007 陳代鋼 1090108 三 4 專業資訊英文(一) 林侑賢 日四技資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A303教室上機考。
日四技會展一一 1081430001 陳妤婕 1090108 三 4 英文(一) 葉璟萱 四技日間部一 (三)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31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會展一一 1081430001 陳妤婕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陳美琪 四技日間部一 (三)3-4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健管系延修 1031423039 江勻棋 1090110 五 3 生理學 李嘉宜 四技健管運動一一 (五)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3:00先去N507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健管系延修 1031423039 江勻棋 1090110 五 3 解剖學(一) 秦作威 日四技醫放系一一 (二)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健管系四一 1051423019 曾伯瑋 1090108 三 4 文史藝術-客家歷史與宋惠中 通識課程 (三)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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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班級 學號 姓名 考試日期 星期 節次 考試科目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上課時間 監考方式 考試方式 建議考試方式
日四技健管系四一 1051423019 曾伯瑋 1090108 三 4 研究方法概論 李嘉宜 日四技健管系三一 (三)7-8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高齡二一 1071427001 宋姿澐 1090106 一 4 醫用英文(一) 陳建志 日四技醫技系一一 (一)7-8 自行監考 筆試 請準時於下午15:00先去N103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高齡二一 1071427001 宋姿澐 1090106 一 4 醫用英文 王基誠,郭瓊文 日四技醫放系二二 (二)7-8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校外選修3A 1085501043 張子琪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校外選修3A 1085501043 張子琪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3:00去N4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行動系一一 1081412039 張昊煦 1090108 三 4 初級實用英文(一) 刁南琦 日四技應外系一一 (三)7-8 自行監考 聽力+紙本測驗 請準時於下午15:00至N315A教室進行聽力測驗。
日四技行動系一一 1081412039 張昊煦 1090108 三 4 中文(一) 周志川 四技日間部一 (五)5-6 統一排考 筆試 考完筆試，再至(B1文化教室)應考。
日四技企管系四一 1051411002 鄭亦鈞 1090109 四 2 大學之道 匡思聖 四技日間部一 (四)3-4 自行監考 照常上課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須前往考試。
日四技企管系四一 1051411002 鄭亦鈞 1090109 四 2 消費者行為 高孟君,鄭妃君 日四技企管系一一 (五)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51401088 張富盛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51401088 張富盛 1090106 一 2 網紅與影音行銷 韓心甜 全校性 (一)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03 蔡欣芸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03 蔡欣芸 1090106 一 2 網紅與影音行銷 韓心甜 全校性 (一)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05 吳冠誼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05 吳冠誼 1090106 一 2 網紅與影音行銷 韓心甜 全校性 (一)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17 曾翊翔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17 曾翊翔 1090106 一 2 網紅與影音行銷 韓心甜 全校性 (一)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28 朱亦韜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28 朱亦韜 1090106 一 2 網紅與影音行銷 韓心甜 全校性 (一)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32 李宥辰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32 李宥辰 1090106 一 2 網紅與影音行銷 韓心甜 全校性 (一)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83 黃璟民 1090106 一 2 財務管理 王育偉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一)2-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10:10去N304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企管系三一 1061411083 黃璟民 1090106 一 2 網紅與影音行銷 韓心甜 全校性 (一)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四二 1051416083 王名惠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四二 1051416083 王名惠 1090107 二 3 基礎程式設計 蘇有 四技日間部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於下午13:00"先"去N410上機考。
日四技生技系四一 1051416094 蔡宗廷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四一 1051416094 蔡宗廷 1090107 二 3 基礎程式設計 蘇有 四技日間部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機考 請於下午13:00"先"去N410上機考。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57 林冠瑤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57 林冠瑤 1090106 一 3 酵素學 吳思霈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一)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57 林冠瑤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57 林冠瑤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3 羅婉瑄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3 羅婉瑄 1090106 一 3 酵素學 吳思霈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一)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3 羅婉瑄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3 羅婉瑄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5 吳秉勳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5 吳秉勳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8 邱清政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68 邱清政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84 高範修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84 高範修 1090106 一 3 酵素學 吳思霈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一)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84 高範修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三二 1061416084 高範修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2004 王詩婷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2004 王詩婷 1090106 一 3 酵素學 吳思霈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一)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6021 蘇文馨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6021 蘇文馨 1090106 一 3 酵素學 吳思霈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一)5-6 自行監考 筆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2科筆試時間前/後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6023 蔡忻潓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6023 蔡忻潓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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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6026 黃文鴻 1090107 二 3 分子生物學 侯建維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二)5-6 自行監考 上台報告/口試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三一 1061416026 黃文鴻 1090107 二 3 有機化學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三)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16 許芳萱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16 許芳萱 1090106 一 3 應用植物學 張翔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一)5-6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53 孫慧芸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53 孫慧芸 1090106 一 3 應用植物學 張翔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一)5-6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55 謝汶芯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55 謝汶芯 1090106 一 3 應用植物學 張翔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一)5-6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73 黃琪雅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16073 黃琪雅 1090106 一 3 應用植物學 張翔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一)5-6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32006 劉冠廷 1090106 一 3 化學(一) 劉家欣 日四技生技系一一 (二)3-4 自行監考 筆試 若為筆試，請下午13:00去N405考"筆試"測驗。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1071432006 劉冠廷 1090106 一 3 應用植物學 張翔 日四技生技系二一 (一)5-6 自行監考 書面報告 請(事前)自行與授課教師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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