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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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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71005 傅○君 非應屆畢業生   鄭國明 

2 410012043 黃○庭 非應屆畢業生   高郁婷 

3 410132028 張○碩 非應屆畢業生   徐永源 

4 410134018 謝○妮 非應屆畢業生   陳亞雷 

5 410134039 徐○茹 非應屆畢業生   卜樂妙 

6 410211214 蘇○涵 非應屆畢業生   高婉瑜 

7 410234006 黃○茹 非應屆畢業生   陳亞雷 

8 410234022 蔡○軒 非應屆畢業生   卜樂妙 

9 410257010 賴○燕 非應屆畢業生   金湘斌 

10 102701036 廖○翔 他校畢業生   杜威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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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610471301 黃○雯 工業科技教育系碩士班   唐硯漁 

2 610571102 林○諺 工業科技教育系碩士班   范斯淳 

3 610671101 陳○宇 工業科技教育系碩士班   鄭國明 

4 610372005 陳○慈 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唐硯漁 

5 610432014 徐○婷 化學系碩士班   俞仁渭 

6 610632004 林○德 化學系碩士班   陳榮輝 

7 610314016 鄭○珮 地理系碩士班   許淑娟 

8 610433001 劉○嘉 物理系碩士班   李佳任 

9 610537010 王○淳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李佳任 

10 610391113 羅○羽 美術系碩士班   盧福壽 

11 610491201 石○蓁 美術系碩士班   洪上翔 

12 610212103 高○ 英語系碩士班   張玉玲 

13 610412206 許○螢 英語系碩士班   李玲琍 

14 610412208 金○芳 英語系碩士班   林秀春 

15 610492304 黃○淳 音樂系碩士班   呂昭瑩 

16 810411009 張○文 國文系博士班   林晉士 

17 610311006 賴○如 國文系碩士班   陳宏銘 

18 610411008 方○慈 國文系碩士班   陳宏銘 

19 610411010 王○懿 國文系碩士班   陳宏銘 

20 610411011 廖○翔 國文系碩士班   林晉士 

21 610511015 吳○霆 國文系碩士班   陳宏銘 

22 610451007 林○君 教育系碩士班   鍾蔚起 

23 610351010 徐○文 教育系碩士班   吳和堂 

24 810251205 陳○蓉 教育系博士班   吳明隆 

25 610218001 林○欣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張玉玲 

26 610218012 呂○涵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楊乃女 

27 610318001 黃○庭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杜明德 

28 610418008 陳○希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杜明德 

29 610593015 蔡○承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李錦明 

30 M10293721 楊○惠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盧福壽 

31 610574003 陳○圻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鄭國明 

32 610331012 高○耕 數學系碩士班   杜威仕 

33 610431012 董○成 數學系碩士班   左太政 

34 610431015 姚○立 數學系碩士班   廖本煌 

35 610365103 林○彣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鍾蔚起 

36 610365116 吳○郁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吳和堂 

37 610357108 王○鴻 體育系碩士班   黃美珍 

38 610557201 林○倫 體育系碩士班   金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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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11149 洪○禎 國文系國文組   林晉士 

2 410211150 藍○平 國文系國文組   林晉士 

3 410311101 陳○玲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4 410311103 林○璉 國文系國文組   王松木 

5 410311104 林○君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6 410311105 許○圻 國文系國文組   高婉瑜 

7 410311106 胡○瑄 國文系國文組   王松木 

8 410311107 林○瑾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9 410311111 蔡○臻 國文系國文組   曾進豐 

10 410311114 李○忻 國文系國文組   陳宏銘 

11 410311115 巫○璉 國文系國文組   陳宏銘 

12 410311117 林○佩 國文系國文組   王松木 

13 410311118 羅○倫 國文系國文組   曾進豐 

14 410311120 鄭○雲 國文系國文組   林晉士 

15 410311122 陳○宇 國文系國文組   王松木 

16 410311124 丁○芳 國文系國文組   王松木 

17 410311125 王○秀 國文系國文組   林晉士 

18 410311127 林○歆 國文系國文組   林晉士 

19 410311129 林○瑜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20 410311130 陳○宣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21 410311131 余○穎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22 410311132 吳○賢 國文系國文組   王松木 

23 410311134 麥○孟 國文系國文組   陳宏銘 

24 410311136 王○馥 國文系國文組   曾進豐 

25 410311137 吳○頤 國文系國文組   陳宏銘 

26 410311138 尤○翔 國文系國文組   陳宏銘 

27 410311139 郭○婧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28 410311140 陳○安 國文系國文組   林晉士 

29 410311141 張○鈞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30 410311142 李○穎 國文系國文組   高婉瑜 

31 410311143 楊○莉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32 410311144 劉○欣 國文系國文組   雷僑雲 

33 410311145 龔○瑄 國文系國文組   杜明德 

34 410311146 涂○文 國文系國文組   陳宏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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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11213 邱○萱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高婉瑜 

2 410211228 李○汝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曾進豐 

3 410311201 邱○瑄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曾進豐 

4 410311202 張○祥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5 410311207 顏○惟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雷僑雲 

6 410311209 鍾○姿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7 410311211 吳○佑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8 410311212 林○佑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曾進豐 

9 410311216 李○儒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10 410311221 洪○茗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11 410311223 潘○安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曾進豐 

12 410311224 王○杰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13 410311225 張○綺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曾進豐 

14 410311228 么○倫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高婉瑜 

15 410311229 陳○菁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16 410311230 白○鈞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17 410311231 吳○霖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18 410311232 陳○鎧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曾進豐 

19 410311233 楊○臻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雷僑雲 

20 410311234 洪○憶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21 410311238 鍾○霖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22 410311240 戴○芸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姜龍翔 

23 410311245 林○穎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   陳宏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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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12002 蕭○淳 英語系 甲 高郁婷 

2 410212029 宋○臻 英語系 甲 忻愛莉 

3 410212042 邱○瀅 英語系 甲 忻愛莉 

4 410312001 林○萱 英語系 甲 高郁婷 

5 410312002 黃○庭 英語系 甲 高郁婷 

6 410312003 陳○翔 英語系 甲 高郁婷 

7 410312007 黃○萱 英語系 甲 忻愛莉 

8 410312008 陳○穎 英語系 甲 郭進屘 

9 410312009 鍾○萱 英語系 甲 張玉玲 

10 410312011 黃○婷 英語系 甲 郭進屘 

11 410312013 郭○安 英語系 甲 林秀春 

12 410312015 唐○恩 英語系 甲 郭進屘 

13 410312020 陳○喨 英語系 甲 張玉玲 

14 410312022 洪○英 英語系 甲 楊乃女 

15 410312025 許○晴 英語系 甲 林秀春 

16 410312027 曾○晴 英語系 甲 林秀春 

17 410312030 林○庭 英語系 甲 張玉玲 

18 410312033 吳○璇 英語系 甲 張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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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12063 鄭○璇 英語系 乙 高郁婷 

2 410212076 吳○憶 英語系 乙 郭進屘 

3 410312047 李○評 英語系 乙 李玲琍 

4 410312051 鄭○婷 英語系 乙 忻愛莉 

5 410312053 吳○珍 英語系 乙 林秀春 

6 410312054 張○姍 英語系 乙 郭進屘 

7 410312055 周○羽 英語系 乙 郭進屘 

8 410312057 朱○萱 英語系 乙 李玲琍 

9 410312059 吳○全 英語系 乙 李玲琍 

10 410312062 郭○全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11 410312063 蔡○楨 英語系 乙 林秀春 

12 410312065 王○婷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13 410312066 鐘○勻 英語系 乙 忻愛莉 

14 410312068 吳○昕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15 410312070 蔡○凰 英語系 乙 林秀春 

16 410312075 李○淳 英語系 乙 林秀春 

17 410312076 陳○霖 英語系 乙 忻愛莉 

18 410312077 湯○晴 英語系 乙 忻愛莉 

19 410312080 李○政 英語系 乙 李玲琍 

20 410312083 蘇○芸 英語系 乙 李玲琍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14003 開○臻 地理系   吳育臻 

2 410314004 黃○伶 地理系   吳育臻 

3 410314005 蕭○衡 地理系   吳育臻 

4 410314009 朱○心 地理系   許淑娟 

5 410314010 黃○銘 地理系   許淑娟 

6 410314017 廖○淵 地理系   許淑娟 

7 410314018 邱○智 地理系   吳育臻 

8 410314020 吳○諺 地理系   許淑娟 

9 410314022 賴○茜 地理系   許淑娟 

10 410314029 童○家 地理系   吳育臻 

11 410314030 林○重 地理系   吳育臻 

12 410314032 葉○瑄 地理系   吳育臻 

13 410314033 王○淯 地理系   許淑娟 

14 410314038 唐○浚 地理系   許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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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31140 莊○ 數學系數學組  杜威仕 

2 410331101 連○寰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3 410331102 陳○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4 410331105 吳○瑋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5 410331106 馬○澤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6 410331107 鐘○妤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7 410331108 黃○𤦌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8 410331109 李○舍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9 410331110 徐○智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10 410331111 尤○鑫 數學系數學組  陳仁純 

11 410331113 葉○樂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12 410331114 薛○霓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13 410331115 劉○陽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14 410331116 徐○傑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15 410331120 戴○宏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16 410331121 蔡○豪 數學系數學組  杜威仕 

17 410331122 鄒○霖 數學系數學組  廖本煌 

18 410331124 吳○庭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19 410331125 柯○祐 數學系數學組  杜威仕 

20 410331126 張○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21 410331127 張○欽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22 410331128 林○宇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23 410331129 吳○諭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24 410331130 李○霖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25 410331131 劉○瑋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26 410331132 許○樂 數學系數學組  杜威仕 

27 410331133 許○方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28 410331134 黃○誠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29 410331135 林○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30 410331136 孫○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31 410331138 黃○寧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32 410331141 林○如 數學系數學組  杜威仕 

33 410331201 李○妤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34 410331214 梁○媜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35 410331233 侯○安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36 410331238 江○哲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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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31206 謝○澄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杜威仕 

2 410231211 顏○正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3 410231236 謝○期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4 410331207 陳○帆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仁純 

5 410331216 張○銣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杜威仕 

6 410331223 徐○庭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7 410331224 戰○平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黃必祥 

8 410331225 張○倫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仁純 

9 410331231 李○廷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左太政 

10 410331240 張○翔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32014 陳○亘 化學系   陳秀慧 

2 410332020 劉○年 化學系   陳秀慧 

3 410332039 李○鴻 化學系   俞仁渭 

4 410371031 張○瑋 化學系   徐永源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34011 曾○珍 生物科技系   陳亞雷 

2 410334013 施○晴 生物科技系   陳亞雷 

3 410334021 林○穎 生物科技系   陳亞雷 

4 410334033 黃○庭 生物科技系   卜樂妙 

5 410334036 廖○謙 生物科技系   陳亞雷 

6 410334043 黃○融 生物科技系  陳亞雷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33010 林○毅 物理系   李佳任 

2 410333025 莊○齊 物理系   李佳任 

3 410333026 陳○ 物理系   李佳任 

4 410333029 李○紘 物理系   李佳任 

5 410333033 李○廷 物理系   李佳任 

6 410333035 楊○鈞 物理系   李佳任 

 



9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51008 江○憶 教育系   吳和堂 

2 410251027 王○婷 教育系   鄭彩鳳 

3 410351001 黃○翔 教育系   鍾蔚起 

4 410351002 林○珊 教育系   鍾蔚起 

5 410351003 程○ 教育系   吳和堂 

6 410351004 徐○甯 教育系   吳和堂 

7 410351006 陳○準 教育系   吳和堂 

8 410351007 蕭○陽 教育系   鍾蔚起 

9 410351008 顏○均 教育系   吳和堂 

10 410351009 賀○真 教育系   鍾蔚起 

11 410351010 劉○萱 教育系   鄭彩鳳 

12 410351011 王○綾 教育系   吳明隆 

13 410351012 王○喬 教育系   吳明隆 

14 410351013 鄭○文 教育系   鍾蔚起 

15 410351014 顏○穎 教育系   吳和堂 

16 410351016 施○妤 教育系   鄭彩鳳 

17 410351018 陳○錦 教育系   鄭彩鳳 

18 410351019 林○志 教育系   鄭彩鳳 

19 410351022 翁○茹 教育系   鄭彩鳳 

20 410351023 李○蓉 教育系   鄭彩鳳 

21 410351026 王○筠 教育系   鍾蔚起 

22 410351027 陳○卉 教育系   鄭彩鳳 

23 410351028 藍○君 教育系   吳和堂 

24 410351030 翁○芸 教育系   吳和堂 

25 410351031 廖○涵 教育系   鄭彩鳳 

26 410351038 盧○君 教育系   鍾蔚起 

27 410372033 王○筠 教育系   吳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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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53030 陳○頻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2 410353001 張○雯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3 410353002 曾○儒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4 410353004 劉○函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5 410353005 江○雯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6 410353007 郭○瑜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7 410353008 龔○翔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8 410353009 林○妤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9 410353010 劉○綺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10 410353011 包○菁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11 410353013 呂○瑩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12 410353014 朱○嬋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13 410353015 楊○清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14 410353018 蔡○容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15 410353019 陳○薇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6 410353020 莊○卉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7 410353022 陳○伶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8 410353023 洪○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9 410353024 張○臻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20 410353025 李○蓉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21 410353026 蔡○丞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22 410353027 劉○瑄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23 410353028 楊○羽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24 410353029 黃○涵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25 410353030 歐○妤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26 410353031 吳○儀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27 410353032 郭○君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28 410353033 趙○安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29 410353034 蔡○錚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 

30 410353035 陳○妮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31 410353036 張○蕙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32 410353037 李○綺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33 410353041 林○萱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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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157015 王○涵 體育系   朱嘉華 

2 410157050 歐○○弦 體育系   陳膺成 

3 410257018 許○婷 體育系   黃美珍 

4 410257023 邱○佑 體育系   徐耀輝 

5 410257029 陳○凡 體育系   徐耀輝 

6 410357004 蔡○勳 體育系   潘倩玉 

7 410357008 胡○嘉 體育系   陳貞秀 

8 410357009 陳○蕙 體育系   徐耀輝 

9 410357011 陳○瑩 體育系   金湘斌 

10 410357012 許○禎 體育系   朱嘉華 

11 410357013 楊○賢 體育系   朱嘉華 

12 410357014 黃○誼 體育系   朱嘉華 

13 410357018 蘇○雯 體育系   潘倩玉 

14 410357020 陳○澤 體育系   徐耀輝 

15 410357021 毛○仁 體育系   徐耀輝 

16 410357022 劉○柏 體育系   徐耀輝 

17 410357023 田○仲 體育系   徐耀輝 

18 410357028 侯○培 體育系   鄭漢吾 

19 410357030 徐○澤 體育系   陳膺成 

20 410357032 陳○銓 體育系   陳貞秀 

21 410357033 侯○鑫 體育系   陳貞秀 

22 410357038 楊○琪 體育系   鄭漢吾 

23 410357039 歐○銘 體育系   鄭漢吾 

24 410357041 羅○菁 體育系   陳貞秀 

25 410357042 陳○霖 體育系   鄭漢吾 

26 410357044 王○翔 體育系   黃美珍 

27 410357045 龔○萱 體育系   蔡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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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92003 張○儒 音樂系   呂昭瑩 

2 410392006 李○芸 音樂系   呂昭瑩 

3 410392008 涂○庭 音樂系   呂昭瑩 

4 410392011 楊○茗 音樂系   呂昭瑩 

5 410392014 陳○蓉 音樂系   呂昭瑩 

6 410392021 張○晴 音樂系   呂昭瑩 

7 410392024 吳○蓉 音樂系   呂昭瑩 

8 410392026 林○萱 音樂系   呂昭瑩 

9 410392027 吳○融 音樂系   呂昭瑩 

10 410392028 柯○藇 音樂系   呂昭瑩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93037 蕭○婕 視覺設計系   李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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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91002 林○筑 美術系  洪上翔 

2 410391003 戴○靚 美術系  洪上翔 

3 410391004 翁○媛 美術系  李錦明 

4 410391005 林○揚 美術系  盧福壽 

5 410391006 郭○筠 美術系  楊明迭 

6 410391008 李○霓 美術系  盧福壽 

7 410391011 邱○姿 美術系  詹獻坤 

8 410391012 楊○意 美術系  洪上翔 

9 410391013 劉○儒 美術系  李錦明 

10 410391014 李○嘉 美術系  李錦明 

11 410391016 王○媛 美術系  楊明迭 

12 410391017 柯○而 美術系  楊明迭 

13 410391018 黃○雯 美術系  楊明迭 

14 410391019 黃○庭 美術系  楊明迭 

15 410391020 蔡○淳 美術系  盧福壽 

16 410391021 劉○元 美術系  詹獻坤 

17 410391024 施○安 美術系  詹獻坤 

18 410391025 洪○暄 美術系  洪上翔 

19 410391027 汪○荃 美術系  李錦明 

20 410391029 祝○媛 美術系  盧福壽 

21 410391031 蔡○秝 美術系  詹獻坤 

22 410391032 賴○謙 美術系  詹獻坤 

23 410391033 賴○如 美術系  楊明迭 

24 410391034 林○序 美術系  楊明迭 

25 410391036 曾○潔 美術系  詹獻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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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71003 朱○祥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2 410371007 黃○中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3 410371008 王○鈞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4 410371011 李○安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5 410371017 黃○佑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6 410371023 王○翔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7 410371024 郭○翰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8 410371026 蘇○禎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9 410371027 李○祐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0 410371030 黃○寧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1 410371032 吳○婷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12 410371033 黃○瑋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13 410371034 王○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14 410371036 李○勳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72010 薛○文 工業設計系   唐硯漁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75018 莊○熙 軟體工程與管理系   鄭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