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學生姓名 加選-開課班級 加選-課程名稱 審核結果

4A315085 翁阡祐 自控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5905 莊弘琪 自控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212906 郭伯彥 自控一乙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905 張博智 自控一乙 氣壓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902 劉慶鴻 自控一乙 氣壓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005 王俊傑 自控一乙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039 吳振華 自控一乙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092 柯人豪 自控一乙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014 劉俊良 自控一乙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4017 蔡承頤 自控一乙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9A412137 林傳恩 自控一乙 機構學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905 張博智 自控一乙 機構學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5055 蔡岳林 自控一甲 物理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4a315023 李嘉晁 自控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5903 邱子恩 自控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9a412028 徐瑋辰 自控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5098 黃勁頲 自控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5089 王呈愷 自控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412904 葉睿喬 自控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215037 賴穎志 自控一甲 計算機程式及實習(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2086 施志鴻 自控一甲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5012 陳毅達 自控一甲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4010 陳玉旺 自控一甲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315030 陳韋良 自控一甲 微積分(二) 未通過，建議改修奈米一年級兩班

4A614005 李信賢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614017 李政熹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614002 邱致強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612108 洪登家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314014 張芸甄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614023 劉志隆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612115 魏嘉佑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612084 李彥陞 自控一甲等合 能源與環境 未通過

4a412039 吳振華 自控二甲 材料力學 未通過，改選二年級有其他班級

4a415055 林沅豆 自控二甲 材料力學 未通過，改選二年級有其他班級

4a314905 范家豪 自控三甲等合 太陽光電技術 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4A515084 鄭星語 自控四甲等合 精密模具實務剖析 未通過，四年級再修

4A312090 陳余緯 自控四甲等合 機械專業英文 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9a412028 徐瑋辰 車輛二甲 機構學 未通過

4A415068 廖偉臣 車輛二甲 機構學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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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15057 賴震 車輛二甲 機構學 未通過

4a415034 黃品程 車輛三甲等合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

4A415099 黃聖崴 車輛三甲等合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

4A415068 廖偉臣 車輛三甲等合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

4A415006 鄭鈞瑜 車輛三甲等合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

4A415902 曹建偉 車輛三甲等合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

4A415033 郭柏志 車輛三甲等合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

4A415041 蔡瑞玹 車輛三甲等合 自動變速箱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

4a412055 王冠頎 夜自控二甲 靜力學 未通過

4a415066 傅德祐 夜自控二甲 靜力學 未通過

4a412022 黃冠銘 夜自控二甲 靜力學 未通過

4A415037 黃揚智 夜自控二甲 靜力學 未通過

4A314910 莊博堯 夜自控二甲 靜力學 未通過

4A314910 莊博堯 夜自控三甲等合 無塵室技術應用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4A412078 劉冠賢 夜自控三甲等合 感測器原理與實務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9A312141 黃敏富 夜自控三甲等合 精密機械振動測試與分析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4A414016 盧宣良 夜自控三甲等合 精密機械振動測試與分析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4A412030 林宏育 夜車輛一甲 工程材料 未通過

4A412028 莊弘楷 夜車輛一甲 工程材料 未通過

4A415039 石佳翰 夜車輛二乙 電路學 未通過

9A515119 吳柏辰 夜車輛二乙 職場實務(二)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9a515105 凃仲擎 夜車輛二乙 職場實務(二)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9A515123 葉博仁 夜車輛二乙 職場實務(二)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9a515140 魏丞宣 夜車輛二乙 職場實務(二)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9A312141 黃敏富 夜車輛二甲 電路學 未通過，未達人數上限可自行選課

4a412017 丁凱理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110 林羿志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4050 洪祐軒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056 陳友維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4057 陳昱勛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016 陳慧諠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060 葉仕偉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4016 盧宣良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091 林宸志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062 蘇聖淮 夜車輛三乙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082 丁敏修 夜車輛三甲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412041 李振輝 夜車輛三甲 材料力學 未通過

9A412137 林傳恩 夜車輛三甲 材料力學 未通過

4a314010 陳玉旺 機械雙軌一甲(東陽) 英語口語溝通 未通過，非該專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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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15055 林沅豆 機械雙軌一甲(東陽) 靜力學 未通過，非該專班生

4A315015 朱晉毅 機械雙軌四甲(東陽) 專利檢索與創作 未通過，非該專班生

4a415055 林沅豆 機械雙軌四甲(東陽) 專利檢索與創作 未通過，非該專班生

4A315033 陳奕任 機械雙軌四甲(東陽) 精密量測與實習 未通過，非該專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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