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 學號 姓名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9244608 吳O光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8245395 老O德

哲學概論 108245395 老O德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6145195 陳O永

國際貿易實務 110200494 吳O慶

新零售時代趨勢 109129663 張O華

商用微積分 108146626 戴O清

臺灣企業卓越管理實務導論 110101725 張O立

科技管理概論 108127598 陳O宇

家庭支持服務 108104833 顏O紅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8104006 毛O萍

健康療癒環境規劃 106240021 陳O玉

廣告學原理 109224670 孟O文

公司法 108246031 魯O萍

臺灣民間信仰專題：代天巡狩神王爺 109129636 凌O絜

消費者行為 110100684 李O梅

日文(二) 110100684 李O梅

中階英語 110100684 李O梅

個人行銷與形象管理 110100684 李O梅

臺灣民間信仰專題：代天巡狩神王爺 821190156 林O幸

社會統計 110101406 黃O子

國際金融與匯兌 109107192 陳O君

貨幣銀行學 109107192 陳O君

法學緒論 107125776 黃O淇

資訊安全 109221351 李O如

社會團體工作 107147943 黃O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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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工作 107147943 黃O卿

資訊科技與學習 110102323 陳O璇

愛情心理學 109246479 張O文

觀光學概論 109129561 王O鈞

健康療癒環境規劃 109129561 王O鈞

家庭教育方案規劃 109129561 王O鈞

電子計算機概論(二) 110200191 林O翰

科技管理概論 110200191 林O翰

家族企業管理 109102269 陳O棟

法院組織法 108193387 卓O賢

消費者保護法 108193387 卓O賢

長期照顧概論 110200201 尚O倩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6147355 吳林O華

資訊科技與學習 821192330 王O卿

休閒心理學 821192330 王O卿

愛情心理學 781112071 吳O禎

社會學 110224289 楊O苑

成人發展與適應 110224289 楊O苑

中階英語 108105417 劉O儀

不動產投資與實務 109129612 胡O智

家庭教育方案規劃 109129612 胡O智

國際金融與匯兌 108124357 黃O玲

時尚經營管理 108124357 黃O玲

財務報表分析 108124357 黃O玲

電影文化與產業 106145131 黃O瑞

英文文選 106245118 吳O璉

性別、健康與多元文化 105224651 陸O茹

服務創新個案分析 105224651 陸O茹



發展心理學 105224651 陸O茹

不動產投資與實務 109224491 吳O婷

商業自動化概論 110200393 沈O繡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9107239 陳O和

銀髮族心理健康 108104998 官O嬌

行銷企劃 1090022 胡O銘

資訊科技與學習 110194321 賀佩

社區營造與生活 110194321 賀佩

生活美學 110194321 賀佩

樂齡生涯學習 110200140 蔡淑芬

生死心理學 110200140 蔡淑芬

生命教育 110200140 蔡淑芬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9106858 張寶基

兒童及少年福利專業倫理 109107723 陳東樟

家族企業管理 109107723 陳東樟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6147254 廖美鈴

健康療癒環境規劃 761414762 郭育禎

休閒心理學 761414762 郭育禎

中階英語 109248160 林憶秀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經濟 109104876 吳孟柔

就業服務管理 110101001 黃清霖

大數據入門 110101001 黃清霖

金融機構管理 110101001 黃清霖

跨境電子商務 109224489 曹添植

大數據入門 109224489 曹添植

電影文化與產業 109147471 蔡碧珠

視覺設計概論 106246672 張林祝賀



日語入門 1100753 姚君穎

色彩創意與生活 110100567 吳碧蓮

生命成長與美好生活 882404704 林羿忱

教育心理學 882404704 林羿忱

資訊科技與學習 106147698 方廷熙

團體輔導理論與實務 110101421 毛玉華

對聯的文學趣味 109147266 王謝守真

銀髮族心理健康 109107049 吳淑月

電影文化與產業 109147863 許麗華

臺灣民間信仰專題：代天巡狩神王爺 108145266 楊麗滿

哲學概論 108145266 楊麗滿

俄國史 108145266 楊麗滿

中國文化概論 108145266 楊麗滿

跨境電子商務 110102730 蘇俊榮

東南亞史概論 110102730 蘇俊榮

殯葬生死觀 110172170 邱郁芬

生死心理學 110172170 邱郁芬

有機環境栽培與健康 110200226 劉秀美

金融服務行銷 106100324 何永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