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員名單 延期通知

上課日期：110 年 09 月 24 日(五)~09 月 26 日(日)

開課區別：中國科技大學-格致樓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 56號

 延期通知：

換證回訓講習課程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暫停舉辦，

正式開課將會另行通知。

學員名單

1 合併班 徐碧照 26 合併班 李秀麗 51 合併班 陳李菀芬 76 施工班 施名家 101 施工班 蕭沈翊

2 合併班 劉夢凡 27 合併班 蔡佩珍 52 合併班 許義明 77 施工班 蘇耿志 102 施工班 曾兆華

3 合併班 薛婷云 28 合併班 陳秀雅 53 合併班 黃世賢 78 施工班 鄧守勲 103 施工班 顏榮得

4 合併班 張美蘭 29 合併班 吳肇禎 54 合併班 陳仁智 79 施工班 嚴宗輝 104 施工班 留世偉

5 合併班 邱福新 30 合併班 李佑平 55 合併班 林意珊 80 施工班 蔡瑞誠 105 施工班 楊紘懿

6 合併班 葉文照 31 合併班 謝奇昌 56 合併班 游郁嫺 81 施工班 郭延平 106 施工班 李青垣

7 合併班 賴俊頴 32 合併班 張簡名瑜 57 合併班 賴維明 82 施工班 蔡馥年 107 施工班 吳峻緯

8 合併班 李夏昌 33 合併班 蘇子期 58 合併班 吳建希 83 施工班 葉朝榮 108 施工班 曾芳詰

9 合併班 黃文祥 34 合併班 王明昌 59 合併班 楊豐澤 84 施工班 鄔秉宇 109 施工班 徐皓霖

10 合併班 周昭毅 35 合併班 嚴上旻 60 合併班 吳新助 85 施工班 黃純烈 110 施工班 陳威任

11 合併班 呂俊毅 36 合併班 楊淑均 61 合併班 陳榮豐 86 施工班 陳賢鍇 111 施工班 吳浤榮

12 合併班 張芸慈 37 合併班 張燕芬 62 合併班 蔣莉楹 87 施工班 王坤展 112 施工班 陳鴻佳

13 合併班 張澤民 38 合併班 潘恒生 63 合併班 王玉佩 88 施工班 林錦輝 113 施工班 王鵬凱

14 合併班 曾致豪 39 合併班 許天賜 64 合併班 吳金鳳 89 施工班 蔡佳瑋 114 施工班 陳韋翔

15 合併班 周羣冠 40 合併班 夏美玉 65 合併班 廖靜瑤 90 施工班 楊子賢 115 施工班 張均任

16 合併班 蔡鵬德 41 合併班 李素美 66 施工班 林進財 91 施工班 李秉富 116 設計班 洪珮真

17 合併班 謝東樺 42 合併班 許仁文 67 施工班 張金華 92 施工班 阮滄國 117 設計班 吳昇展

18 合併班 張儀玲 43 合併班 李宗澤 68 施工班 張廷順 93 施工班 何朝軍 118 設計班 連忠興

19 合併班 楊金土 44 合併班 黃靜華 69 施工班 曾惠芳 94 施工班 鄭仁鑫 119 設計班 李亭萱

20 合併班 鄭靖璿 45 合併班 賴進豐 70 施工班 陳培基 95 施工班 吳政霖 120 設計班 吳宜憲

21 合併班 陳伯壽 46 合併班 蔡青蓉 71 施工班 林倚安 96 施工班 張勝利 121 設計班 趙佳安

22 合併班 黃浩洋 47 合併班 李懿芩 72 施工班 黃錦螺 97 施工班 黃馨慧 122 設計班 江嘉杰

23 合併班 石惠君 48 合併班 蔡麗娟 73 施工班 李韋伶 98 施工班 陳琇玲 123 設計班 李法祐

24 合併班 陳金銅 49 合併班 林希哲 74 施工班 王連生 99 施工班 龔瑩武 124 設計班 陳品潔

25 合併班 孫家和 50 合併班 范祐祥 75 施工班 林函青 100 施工班 晉瑞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