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1視傳系選課-退選名單

退選課程名稱 學生系所 學生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電腦影像處理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Ａ 4090W009 黃○儀
電腦影像處理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Ｂ 4081M006 吳○瑋
電腦影像處理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二Ｃ 4070Y175 傅○翔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Ａ 4080E007 蔡○龍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Ａ 4080E018 康○豪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Ａ 4080E048 顏○儒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Ａ 4080E079 邱○維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Ｂ 4080E022 吳○錡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Ｂ 4080E024 陳○寰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Ｂ 4080E025 葉○韋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Ｂ 4080E026 劉○宗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系 四資工二Ｂ 4080E065 陳○賦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傳播系 四資傳三Ａ 4070C022 黃○翔
電腦影像處理 資訊傳播系 四資傳三Ａ 4070C045 張○榮
電腦影像處理 電機工程系 四電機二Ｂ 4080J105 林○誠
電腦影像處理 機械工程系 四機械二Ｃ 4080H164 郭○廷
電腦影像處理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二Ｃ 4080O175 許○凱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Ｂ 4080W101 江○妤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Ｂ 4080W095 謝○照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Ｂ 4080W027 劉○鑫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Ｂ 4080W014 柯○筠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Ｂ 4080W009 林○旻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Ｂ 4070X069 喻○瑾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Ｃ 4070W128 黃○萱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Ｃ 4070W044 謝○宇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Ｃ 4070W023 錢○騏
電腦插畫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技視訊延修 4050X101 曾○宜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Y086 郭○鈞
電腦插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Y085 劉○羽

創意媒體與生活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Ｃ 4070Y095 張○淳
創意媒體與生活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Ｂ 4070X069 喻○瑾
創意媒體與生活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四房管三Ａ 4070T015 蔣○涵
創意媒體與生活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二Ａ 4080Y028 顏○霈
創意媒體與生活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Ｂ 4070Y065 李○庭
創意媒體與生活 旅遊文化系 四旅遊二Ａ 4080I009 林○遠
創意媒體與生活 旅遊文化系 四旅遊二Ａ 4080I027 宋○軒
創意媒體與生活 旅遊文化系 四旅遊二Ａ 4080I032 周○佑
創意媒體與生活 旅遊文化系 四旅遊二Ａ 4080I038 陳○翰
創意媒體與生活 旅遊文化系 四旅遊二Ａ 4080I057 張○文
創意媒體與生活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二Ａ 4080F020 郭○瑄
創意媒體與生活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01 林○琳
創意媒體與生活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05 林○萱
創意媒體與生活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12 陳○霞
創意媒體與生活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14 陳○蓉
創意媒體與生活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86F005 官○翰
創意媒體與生活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三Ｂ 4070X017 吳○誼
造形設計與材料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Ａ 4090W015 賴○樺
造形設計與材料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Ａ 4091W008 盧○晴
造形設計與材料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Ｃ 4080Y163 黃○方
造形設計與材料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Ｃ 4070Y095 張○淳
造形設計與材料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Ｃ 4070M071 陳○學
造形設計與材料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Ｂ 4070M089 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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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設計與材料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Ｂ 4070M130 潘○傑
造形設計與材料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Ｂ 4086M002 梁○晴
造形設計與材料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二Ｃ 4080Y128 趙○萱
造形設計與材料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Ｂ 4070Y065 李○庭
造形設計與材料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Ｂ 4070Y090 陳○均
造形設計與材料 資訊傳播系 四資傳二Ａ 4080C021 劉○珍
造形設計與材料 資訊傳播系 四資傳二Ａ 4080C044 許○鳳
造形設計與材料 機械工程系 四機械三Ｃ 4070H126 廖○賢
造形設計與材料 環境工程系 四環工三Ｂ 4070N040 廖○元
造形設計與材料 環境工程系 四環工三Ｂ 4070N055 卓○欣
造形設計與材料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X150 林○慧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技視覺延修 4050X085 王○瑄
設計產業規劃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二Ａ 4080M020 黃○稜
設計產業規劃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二Ｃ 4080M085 陳○昕
設計產業規劃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Ｂ 4070M072 陳○璇
設計產業規劃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Ｂ 4070M092 于○婕
設計產業規劃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Ｂ 4070M113 陳○婷
設計產業規劃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Ｂ 4070M123 黃○
設計產業規劃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二Ａ 4080Y028 顏○霈
設計產業規劃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四Ｂ 4060Y137 李○慶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Ａ 4070Y097 簡○倫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Ａ 4060Y078 王○益
設計產業規劃 資訊管理系 四資管三Ａ 4070Q011 曾○婷
設計產業規劃 資訊管理系 四資管三Ａ 4070Q049 謝○宜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Ｃ 4070M071 陳○學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Ｂ 4060W159 黃○力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76W005 劉○緯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Y064 葉○萱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X150 林○慧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W071 簡○臻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W040 劉○婷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W019 劉○宇
設計產業規劃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C018 李○霈
基礎繪畫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四公廣三Ｃ 4070M018 鄭○陽
基礎繪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二Ｃ 4080Y138 李○呈
基礎繪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二Ｃ 4080Y151 賴○儒
基礎繪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Ｂ 4070Y065 李○庭
基礎繪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Ｂ 4070Y090 陳○均
基礎繪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Ｃ 4070Y176 李○恬
基礎繪畫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31 張○婷
基礎繪畫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Ｂ 4090X087 王○蓉
基礎繪畫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四Ｃ 4060X124 曾○璁
基礎繪畫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四Ｃ 4060X093 林○倫
基礎繪畫 機械工程系 四機械四Ｃ 4060H198 黃○揚
基礎繪畫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二Ｂ 4080O015 許○春
基礎繪畫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二Ｂ 4080O029 劉○勳
基礎繪畫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二Ｂ 4080O102 潘○軒
基礎繪畫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二Ｂ 4080O164 王○惠
基礎繪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Ｃ 4091W001 陳○學
基礎繪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Ｃ 4080Y001 魏○源
基礎繪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Ｃ 4070Y095 張○淳
基礎繪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Ｃ 4060X147 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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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繪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Ａ 4060H218 王○權
基礎繪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Y153 王○傑
基礎繪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Y132 陳○瑋
東西美術史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二Ａ 4080Y028 顏○霈
東西美術史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05 林○萱
東西美術史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12 陳○霞
東西美術史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13 陳○君
東西美術史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16 楊○磊
東西美術史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70F041 燕○清
東西美術史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四時尚三Ａ 4086F005 官○翰
東西美術史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三Ａ 4070X139 孫○仁
東西美術史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三Ｂ 4070X046 廖○淋
東西美術史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三Ｂ 4070X107 劉○翎
東西美術史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三Ｂ 4070X156 簡○
東西美術史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三Ｂ 4070X158 朱○萱
東西美術史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四Ａ 4060X067 宗○威
東西美術史 視訊傳播設計系 四視訊四Ｃ 4060X093 林○倫
東西美術史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三Ｂ 4070O051 吳○誠
東西美術史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三Ｂ 4070O073 胡○怡
東西美術史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三Ｂ 4070O090 薛○元
東西美術史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四餐飲三Ｂ 4070O162 陳○臻
東西美術史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二Ｃ 4080Y001 魏○源
東西美術史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三Ｃ 4070M071 陳○學
東西美術史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W106 林○丞
東西美術史 視覺傳達設計系 四視覺四Ｃ 4060N028 林○修
色彩計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Ａ 4070Y006 陳○均
色彩計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Ａ 4070Y007 方○元
色彩計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Ａ 4070Y032 李○紜
色彩計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Ａ 4070Y049 林○廷
色彩計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Ｂ 4070Y072 高○萱
色彩計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Ｂ 4070Y089 張○焄
色彩計畫 空間設計系 四空設三Ｃ 4070Y156 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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