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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學號 科目名稱 備註 

機械三 石 O辰 851001 國文  

機械三 石 O辰 851001 英文  

機械三 石 O辰 851001 電腦輔助製圖與實習 單學期科目 

機械三 石 O辰 851001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機械三 石 O辰 851001 數控銑床實習  

機械三 石 O辰 851001 電腦輔助繪圖應用 單學期科目 

機電三 林 O誠 853001 國文  

機電三 林 O誠 853001 英文  

機電三 林 O誠 853001 機械材料 下學期扣考 

機電三 林 O誠 853001 專題實作 下學期扣考 

機電三 林 O誠 853001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下學期扣考 

機電三 林 O誠 853001 數位邏輯設計 單學期科目 

電機三 金 O陽 854006 國文  

電機三 金 O陽 854006 英文  

電機三 金 O陽 854006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電機三 金 O陽 854006 可程式控制實習 單學期科目 

電機三 金 O陽 854006 電工法規 單學期科目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國文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英文 上下學期扣考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上學期扣考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可程式控制實習 單學期科目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電工法規 單學期科目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自動控制實習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專題實作 下學期扣考/單學期科目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機電整合實習 下學期扣考/單學期科目 

電機三 謝 O恩 854015 電子電路 單學期科目 

資訊三 胡 O鈞 856007 國文  

資訊三 胡 O鈞 856007 英文  

資訊三 胡 O鈞 856007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資訊三 胡 O鈞 856007 物聯網控制實習  

資訊三 顏 O行 856013 國文  

資訊三 顏 O行 856013 英文  

資訊三 顏 O行 856013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上學期扣考 

資訊三 顏 O行 856013 物聯網控制實習  

資訊三 王 O瑩 856014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資訊三 王 O瑩 856014 物聯網控制實習  

建築三 陳 O寧 857002 營建法規  

建築三 陳 O寧 857002 建築結構概論  

建築三 陳 O寧 857002 測量學  



班級 姓名 學號 科目名稱 備註 

建築三 何 O宇 857004 國文  

建築三 何 O宇 857004 英文  

建築三 何 O宇 857004 材料與試驗  

建築三 何 O宇 857004 建築結構概論  

建築三 何 O宇 857004 測量學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國文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英文 下學期扣考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設計與技術實習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材料與試驗 下學期扣考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營建法規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建築結構概論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測量學  

建築三 沈 O安 857006 電腦繪圖應用  

建築三 謝 O慈 857010 國文  

建築三 謝 O慈 857010 英文  

建築三 謝 O慈 857010 材料與試驗  

建築三 謝 O慈 857010 建築結構概論  

建築三 謝 O慈 857010 測量學  

建築三 謝 O慈 857010 電腦繪圖應用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國文 上下學期扣考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英文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專題實作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室內裝修實務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家具設計 上下學期扣考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室內施工圖實習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模型製作實習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杜 O雅 858002 電腦輔繪圖實習 上下學期扣考 

室設三 陳 O薰 858004 專題實作 

不及格科目數及不及格科目時數均超

過一半 

室設三 陳 O薰 858004 室內裝修實務 

室設三 陳 O薰 858004 木作裝修概論與進階 

室設三 陳 O薰 858004 室內施工圖實習 

室設三 陳 O薰 858004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 

室設三 蘇 O如 858008 國文  

室設三 蘇 O如 858008 專題實作  

室設三 蘇 O如 858008 室內裝修實務  

室設三 蘇 O如 858008 家具設計  

室設三 蘇 O如 858008 木作裝修概論與進階  

室設三 蘇 O如 858008 室內施工圖實習  

室設三 蘇 O如 858008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  

室設三 江 O佑 858010 國文  



班級 姓名 學號 科目名稱 備註 

室設三 江 O佑 858010 英文  

室設三 江 O佑 858010 專題實作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江 O佑 858010 家具設計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江 O佑 858010 室內施工圖實習  

室設三 江 O佑 858010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楊 O鈞 858015 國文  

室設三 楊 O鈞 858015 英文  

室設三 楊 O鈞 858015 家具設計  

室設三 楊 O鈞 858015 室內施工圖實習  

室設三 楊 O鈞 858015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  

室設三 許 O睿 858021 家具設計  

室設三 許 O睿 858021 室內施工圖實習  

室設三 許 O睿 858021 模型製作實習  

室設三 許 O睿 858021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  

室設三 郭 O麟 858023 國文  

室設三 郭 O麟 858023 室內裝修實務 上學期扣考 

室設三 郭 O麟 858023 室內施工圖實習  

室設三 郭 O麟 858023 模型製作實習  

 

備註： 

學生修畢各學年學業，成績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准予升級: 

1.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均及格。 

2.學年學業成績符合下列各目情形: 

(1)不及格科目每週修習節數之總和，未超過全部科目每週總修習節數二分之一，或不及格科目數未

超過全部科目數二分之一。 

(2)無任何科目之學年學業成績零分。 

(3)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 

不符合升級規定者，不及格科目應予補考，零分科目除外。 

單學期扣考:該科上、下學期均開課，僅扣考其中一學期，最高補考成績 50 分。 

上下學期扣考:該科上、下學期均開課，二學期均扣考，該科不得參加補考。 

學期扣考:該科僅開課單一學期，該科扣考時不得參加補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