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 6月 16日 

109年 8月實習學生指導教師名單 

（配對名單由各系提供）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14035 張○程 地理系   吳育臻 

2 410514004 許○媛 地理系   吳育臻 

3 410514006 黃○ 地理系   許淑娟 

4 410514008 葉○如 地理系   許淑娟 

5 410514012 張○萱 地理系   吳育臻 

6 410514013 張○潔 地理系   吳育臻 

7 410514018 林○庭 地理系   吳育臻 

8 410514021 黃○維 地理系   吳育臻 

9 410514022 董○昱 地理系   吳育臻 

10 410514024 廖○璇 地理系   許淑娟 

11 410514026 許○茜 地理系   許淑娟 

12 410514028 葉○秀 地理系   許淑娟 

13 410514029 邱○崴 地理系   許淑娟 

14 410514030 黃○璇 地理系   許淑娟 

15 410514031 史○慧 地理系   何立德 

16 410514033 葉○豪 地理系   何立德 

17 410514034 鄭○沅 地理系   吳育臻 

18 410514035 林○清 地理系   何立德 

19 410514036 鄭○容 地理系   許淑娟 

20 410514037 郭○里 地理系   何立德 

21 410514039 張○芸 地理系   許淑娟 

22 410514040 劉○妤 地理系   許淑娟 

23 410411014 邱○琇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24 410411041 蕭○君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25 410511007 張○菱 國文系 甲 陳立 

26 410511012 傅○呈 國文系 甲 曾進豐 

27 410511013 楊○賢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28 410511014 黃○甯 國文系 甲 林晉士 

29 410511016 尤○禾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30 410511019 盧○貞 國文系 甲 陳立 

31 410511022 許○家 國文系 甲 林晉士 

32 410511024 吳○琪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33 410511025 許○瑄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109年 6月 16日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34 410511026 陳○姍 國文系 甲 曾進豐 

35 410511028 陳○ 國文系 甲 曾進豐 

36 410511029 曾○慧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37 410511032 周○霖 國文系 甲 陳立 

38 410511034 張○晴 國文系 甲 王松木 

39 410511036 蔡○慧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40 410511037 李○漢 國文系 甲 陳立 

41 410511038 黃○棋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42 410511039 李○瀚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43 410511040 蔡○靜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44 410511041 許○屏 國文系 甲 曾進豐 

45 410511043 林○宣 國文系 甲 王松木 

46 410511044 許○祥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47 410411064 張○豪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48 410411084 詹○卉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49 410411096 王○菱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50 410511047 洪○嶔 國文系 乙 陳立 

51 410511049 黃○萱 國文系 乙 王松木 

52 410511050 邱○霆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53 410511053 江○佳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54 410511054 陳○達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55 410511055 劉○蓁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56 410511057 陳○蓉 國文系 乙 雷僑雲 

57 410511062 黃○婷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58 410511064 陳○臻 國文系 乙 高婉瑜 

59 410511066 陳○穎 國文系 乙 雷僑雲 

60 410511067 李○欣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61 410511068 顏○萱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62 410511069 陳○旻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63 410511071 陳○丞 國文系 乙 王松木 

64 410511073 林○慧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65 410511074 陳○慈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66 410511076 張○華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67 410511077 方○勻 國文系 乙 雷僑雲 

68 410511080 駱○岑 國文系 乙 高婉瑜 

69 410511081 林○余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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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410511082 黃○惠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71 410511083 張○綸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72 410511084 張○涵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73 410511086 陳○勳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74 410511087 李○蓓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尚未收到英語系提供之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