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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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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34021 林穎 非應屆畢業生   謝建元 

2 410091033 李勻 非應屆畢業生   盧福壽 

3 410132038 李婷 非應屆畢業生   俞仁渭 

4 410232034 李萁 非應屆畢業生   俞仁渭 

5 410233040 張豪 非應屆畢業生   李佳任 

6 410251020 陳竹 非應屆畢業生   吳和堂 

7 410251032 施汝 非應屆畢業生   吳和堂 

8 410292019 陳袖 非應屆畢業生   呂昭瑩 

9 410311214 周承 非應屆畢業生   吳明隆 

10 410311242 陳穎 非應屆畢業生   陳立 

11 410312039 徐均 非應屆畢業生   張玉玲 

12 410332021 林賢 非應屆畢業生   俞仁渭 

13 410332024 洪祐 非應屆畢業生   俞仁渭 

14 410371031 張瑋 非應屆畢業生   陳榮輝 

15 410311135 鄭昀 非應屆畢業生   凃金堂 

16 410311147 孫芸 非應屆畢業生   林晉士 

17 410351040 蔡宇 非應屆畢業生   蘇素美 

18 410175033 陳羽 非應屆畢業生   鄭國明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B03201053 羅寒 他校畢業生   左太政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指導教授 

1 610432014 徐婷 化學系碩士班 俞仁渭 

2 610732001 程銜 化學系碩士班 俞仁渭 

3 M10455714 洪恩 生命教育碩士專班 賴鵬仁 

4 610434303 何穎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謝建元 

5 610634103 陳蓮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謝建元 

6 610414001 劉豪 地理系碩士班 柯亙重 

7 610414010 賴俞 地理系碩士班 柯亙重 

8 610514015 邵 地理系碩士班 羅柳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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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指導教授 

9 610362008 曾霖 事業經營系碩士班 鄭漢吾 

10 610662001 葉文 事業經營系碩士班 蘇素美 

11 810658001 何芝 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方金雅 

12 M10495715 王儒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碩士班 王惠民 

13 M10695701 王霈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碩士班 黃芳吟 

14 M10695707 周儀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碩士班 呂昭瑩 

15 M10695710 張華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碩士班 蘇素美 

16 610437001 黃棆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蘇素美 

17 610437007 蘇儀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俞仁渭 

18 610437011 林如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謝建元 

19 610537001 王瑋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謝建元 

20 610537015 張雯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俞仁渭 

21 610537017 項雄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陳榮輝 

22 610537022 林偉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陳榮輝 

23 610491113 詹珮 美術系碩士班 楊明迭 

24 M10594706 吳諺 美術系碩士班 楊明迭 

25 610412106 莊寰 英語系碩士班 張逸帆 

26 610412108 李心 英語系碩士班 張逸帆 

27 610612103 莊中 英語系碩士班 廖明姿 

28 610612306 洪伶 英語系碩士班 澤田深雪 

29 M10622712 陳青 英語系碩士班 張玉玲 

30 610292019 鄭妏 音樂系碩士班 凃金堂 

31 610592103 李翎 音樂系碩士班 王惠民 

32 610311005 羅強 國文系碩士班 杜明德 

33 610411005 莊惠 國文系碩士班 杜明德 

34 610511003 陳勵 國文系碩士班 姜龍翔 

35 610511016 季葳 國文系碩士班 陳貞吟 

36 610511018 張庭 國文系碩士班 林晉士 

37 610611012 郭恩 國文系碩士班 陳宏銘 

38 610356107 李儀 軟體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陳振遠 

39 610477102 陳孝 軟體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鄭國明 

40 610477107 楊霖 軟體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鄭國明 

41 610577103 潘均 軟體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鄭國明 

42 610618013 王謄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陳宏銘 

43 610493001 李萱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洪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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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指導教授 

44 610493015 李瑜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詹獻坤 

45 610593014 陳婷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吳明隆 

46 610317006 黃菁 經學研究所 蔡根祥 

47 610474011 蘇揚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鄭國明 

48 610316301 江錚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黃絢質 

49 610416301 陳怡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吳明隆 

50 610616306 全賢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黃絢質 

51 610431003 林廷 數學系碩士班 左太政 

52 610431007 黃瑋 數學系碩士班 黃必祥 

53 610531005 江逸 數學系碩士班 左太政 

54 610631001 林宇 數學系碩士班 左太政 

55 610465109 王怡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黃絢質 

56 610465114 賴賓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吳和堂 

57 610465115 鄭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鄭彩鳳 

58 610565108 吳欣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方金雅 

59 610557106 吳儀 體育系碩士班 張智惠 

60 610557108 楊均 體育系碩士班 鄭漢吾 

61 610657102 蘇賢 體育系碩士班 張智惠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11128 吳誠 國文系國文組   高婉瑜 

2 410411001 梁瑄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3 410411005 呂宜 國文系 甲 林晉士 

4 410411010 戴庭 國文系 甲 王松木 

5 410411011 楊霖 國文系 甲 陳柏伩 

6 410411012 陳婷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7 410411013 羅清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8 410411015 張齊 國文系 甲 高婉瑜 

9 410411016 鄭容 國文系 甲 陳立 

10 410411019 吳軒 國文系 甲 雷僑雲 

11 410411020 宜汶 國文系 甲 曾進豐 

12 410411022 劉齡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13 410411024 葉辰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14 410411025 薛妮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15 410411026 邱馨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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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6 410411027 胡雯 國文系 甲 陳柏伩 

17 410411030 蔡靖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18 410411031 許慈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19 410411032 陳廷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20 410411033 郭妤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21 410411035 黃懷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22 410411039 郭瑄 國文系 甲 杜明德 

23 410411042 李庭 國文系 甲 陳宏銘 

24 410411043 高臨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25 410411095 陳夫 國文系 甲 姜龍翔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11049 林彣 國文系 乙 陳柏伩 

2 410411050 葉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3 410411051 蔡儒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4 410411052 黃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5 410411053 洪敏 國文系 乙 雷僑雲 

6 410411055 蕭汶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7 410411056 施政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8 410411057 蕭云 國文系 乙 陳貞吟 

9 410411059 陳妃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10 410411060 柯蓉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11 410411062 吳韋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12 410411063 陳華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13 410411066 陳志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14 410411067 傅綺 國文系 乙 陳貞吟 

15 410411068 黃怡 國文系 乙 高婉瑜 

16 410411069 方琳 國文系 乙 林晉士 

17 410411070 許柔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18 410411071 李萱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19 410411072 陳榛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20 410411075 張靖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21 410411077 王 國文系 乙 陳貞吟 

22 410411078 江蘋 國文系 乙 曾進豐 

23 410411081 王驊 國文系 乙 陳貞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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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24 410411082 黃榕 國文系 乙 杜明德 

25 410411083 林誠 國文系 乙 高婉瑜 

26 410411085 羅芳 國文系 乙 王松木 

27 410411086 吳眞 國文系 乙 高婉瑜 

28 410411088 莊淳 國文系 乙 王松木 

29 410411090 陳吟 國文系 乙 陳貞吟 

30 410432040 李君 國文系 乙 高婉瑜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12003 陳欣 英語系 甲 廖明姿 

2 410412006 張馨 英語系 甲 高郁婷 

3 410412007 許軒 英語系 甲 陳貞伶 

4 410412012 趙宇 英語系 甲 柯博登 

5 410412013 蕭昇 英語系 甲 澤田深雪 

6 410412017 黃 英語系 甲 李翠玉 

7 410412019 古筠 英語系 甲 呂奇芬 

8 410412022 楊閔 英語系 甲 朱雯娟 

9 410412023 張純 英語系 甲 張逸帆 

10 410412024 楊翰 英語系 甲 葉詩綺 

11 410412027 尚彣 英語系 甲 高郁婷 

12 410412033 黃婷 英語系 甲 郭進屘 

13 410412036 鄭元 英語系 甲 忻愛莉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12064 蔡螢 英語系 乙 朱雯娟 

2 410312084 鄭予 英語系 乙 蘇素美 

3 410412046 陳廷 英語系 乙 歐雷威 

4 410412048 蔡穎 英語系 乙 陳貞伶 

5 410412049 蕭 英語系 乙 陳貞伶 

6 410412052 黃堉 英語系 乙 忻愛莉 

7 410412053 邱茹 英語系 乙 歐雷威 

8 410412059 黃頎 英語系 乙 李玲琍 

9 410412062 徐雅 英語系 乙 忻愛莉 

10 410412065 林瑄 英語系 乙 吳明隆 

11 410412067 沈蕾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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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2 410412068 陳祺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13 410412071 曾喬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14 410412080 張婷 英語系 乙 張玉玲 

15 410412083 黃芸 英語系 乙 方金雅 

16 410412084 吳潔 英語系 乙 李玲琍 

17 410412085 謝珈 英語系 乙 郭進屘 

18 410412086 吳瑜 英語系 乙 高郁婷 

19 410412088 陳如 英語系 乙 歐雷威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14025 李葶 地理系   凃金堂 

2 410314039 欒薇 地理系   柯亙重 

3 410414003 林軒 地理系   許淑娟 

4 410414004 涂瑗 地理系   許淑娟 

5 410414005 莊婷 地理系   許淑娟 

6 410414006 羅騰 地理系   許淑娟 

7 410414007 羅程 地理系   吳育臻 

8 410414008 陳淳 地理系   許淑娟 

9 410414011 劉庭 地理系   吳育臻 

10 410414016 蘇錚 地理系   吳育臻 

11 410414018 劉佐 地理系   吳育臻 

12 410414019 林瑜 地理系   許淑娟 

13 410414020 盧年 地理系   吳育臻 

14 410414022 林峰 地理系   許淑娟 

15 410414025 石郡 地理系   許淑娟 

16 410414027 王愿 地理系   吳育臻 

17 410414028 吳蓁 地理系   吳育臻 

18 410414029 潘涵 地理系   吳育臻 

19 410414030 黃陞 地理系   吳育臻 

20 410414031 陳任 地理系   吳育臻 

21 410414032 陳廷 地理系   許淑娟 

22 410414034 李濡 地理系   許淑娟 

23 410414037 曾瑄 地理系   吳育臻 

24 410414038 黃聰 地理系   吳育臻 

25 410414039 蔡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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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71029 徐甄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2 410371044 蔡城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3 410471003 曹喬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4 410471004 徐容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5 410471005 蔡曄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6 410471008 蕭謙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7 410471010 陳羽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8 410471011 呂蕙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9 410471014 楊庭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10 410471022 黃珉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11 410471023 侯鳳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12 410471024 黃涵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13 410471026 劉鑫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4 410471027 黃庭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5 410471029 王綺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6 410471031 李平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7 410471034 黃瑜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8 410471035 詹安 工業科技教育系   鄭國明 

19 410471037 陳誼 工業科技教育系   鄭國明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51006 劉璇 教育系   凃金堂 

2 410351005 凃怡 教育系   吳和堂 

3 410351019 林志 教育系   方金雅 

4 410351032 劉妤 教育系   鍾蔚起 

5 410451001 林宭 教育系   鄭彩鳳 

6 410451002 蔡臻 教育系   鍾蔚起 

7 410451003 李萱 教育系   凃金堂 

8 410451004 陳任 教育系   黃絢質 

9 410451006 陳茵 教育系   吳和堂 

10 410451007 劉良 教育系   黃絢質 

11 410451009 許瑾 教育系   鍾蔚起 

12 410451010 黃妤 教育系   鍾蔚起 

13 410451011 郭涵 教育系   鄭彩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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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4 410451012 江瑄 教育系   鍾蔚起 

15 410451013 郭臣 教育系   鍾蔚起 

16 410451015 林民 教育系   鄭彩鳳 

17 410451016 朱進 教育系   鄭彩鳳 

18 410451017 陳佑 教育系   鄭彩鳳 

19 410451018 邱馭 教育系   方金雅 

20 410451020 鄭芬 教育系   鄭彩鳳 

21 410451021 吳慈 教育系   吳和堂 

22 410451022 蘇婷 教育系   鄭彩鳳 

23 410451023 張 教育系   鍾蔚起 

24 410451025 曾晴 教育系   鍾蔚起 

25 410451027 鄭怡 教育系   鍾蔚起 

26 410451029 朱瑩 教育系   吳和堂 

27 410451030 蔡妤 教育系   吳和堂 

28 410451031 鍾晟 教育系   吳和堂 

29 410451036 張晉 教育系   鄭彩鳳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53012 邱涵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2 410353017 孫彤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3 410353021 吳輝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4 410353038 劉伊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5 410453002 陳茹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6 410453003 張綺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7 410453004 陳伶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8 410453005 葉玠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9 410453006 張喻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10 410453007 柯貽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11 410453008 林瑄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12 410453009 蒲郁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13 410453010 呂宜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14 410453011 歐沂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15 410453012 黃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16 410453013 吳真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17 410453016 蔡軒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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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8 410453017 黃晴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19 410453019 盧庭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20 410453020 洪芳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21 410453021 戴安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22 410453022 黃雯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23 410453023 許旻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24 410453024 吳安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25 410453025 黃宜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26 410453026 余涵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27 410453027 張婷 特殊教育系   凃金堂 

28 410453028 蔡叡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29 410453030 黃萱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30 410453031 柯臻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31 410453033 蕭鈴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32 410453035 張娟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33 410453036 戴陵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34 410453037 許歆 特殊教育系   黃桂君 

35 410453039 劉汝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36 410453040 蕭芸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37 410453041 林慧 特殊教育系   鄭臻貞 

38 410453042 歐恩 特殊教育系   王瓊珠 

39 410453046 葉廷 特殊教育系   吳佩芳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57001 施瀚 體育系   張智惠 

2 410457004 洪芳 體育系   金湘斌 

3 410457005 許誠 體育系   徐耀輝 

4 410457006 胡涵 體育系   潘倩玉 

5 410457007 王瑜 體育系   吳明隆 

6 410457009 林世 體育系   陳膺成 

7 410457010 蘇螢 體育系   金湘斌 

8 410457013 陳天 體育系   黃美珍 

9 410457014 王尹 體育系   鄭漢吾 

10 410457015 陳庭 體育系   金湘斌 

11 410457016 許豪 體育系   朱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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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2 410457019 蔡憲 體育系   蔡俊賢 

13 410457020 陳運 體育系   蔡俊賢 

14 410457023 李耀 體育系   吳明隆 

15 410457024 黃博 體育系   徐耀輝 

16 410457025 楊安 體育系   徐耀輝 

17 410457026 謝陞 體育系   金湘斌 

18 410457035 余華 體育系   金湘斌 

19 410457039 王云 體育系   鄭漢吾 

20 410457040 王偉 體育系   金湘斌 

21 410457042 楊宇 體育系   鄭漢吾 

22 410457056 侯音 體育系   張智惠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31107 卓杞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2 410431110 王珊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3 410431114 陳升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4 410431120 李霆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5 410431121 符尹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6 410431124 莊熏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7 410431125 董晴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8 410431126 劉震 數學系數學組   何忠益 

9 410431127 簡震 數學系數學組   杜威仕 

10 410431128 黃霖 數學系數學組   杜威仕 

11 410431129 張瑋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12 410431130 陳諺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13 410431132 吳妘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14 410431137 蘇人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15 410431140 陳宇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16 410431141 蔡蕓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62041 陳筑 事業經營系   方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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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10331212 王弘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2 410331213 呂澤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林盈甄 

3 410331235 羅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林盈甄 

4 410331239 張鈞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5 410431208 李旻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李俊憲 

6 410431216 許韶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仁純 

7 410431218 于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8 410431238 于煥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李俊憲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32031 林秀 化學系   俞仁渭 

2 410432037 葛梅 化學系   俞仁渭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34046 王清 生物科技系   謝建元 

2 410434030 范絨 生物科技系   謝建元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33034 涂鈞 物理系   李佳任 

2 410433036 曾然 物理系   李佳任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91001 鄭辰 美術系   詹獻坤 

2 410491005 張涵 美術系   洪上翔 

3 410491010 陳瑄 美術系   洪上翔 

4 410491011 江凌 美術系   楊明迭 

5 410491014 王元 美術系   詹獻坤 

6 410491015 劉岑 美術系   詹獻坤 

7 410491019 陳陵 美術系   李錦明 

8 410491027 魏冕 美術系   洪上翔 

9 410491030 蔡寧 美術系   李錦明 

10 410491031 江君 美術系   李錦明 

11 410491033 廖嫻 美術系   洪上翔 

12 410491035 尹螢 美術系   盧福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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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10491036 戴岑 美術系   盧福壽 

14 410491037 林蕾 美術系   盧福壽 

15 410491038 吳勳 美術系   楊明迭 

16 410491039 吳軒 美術系   盧福壽 

17 410491040 蔡慈 美術系   李錦明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92001 陳瑩 音樂系   黃芳吟 

2 410492002 廖賢 音樂系   王惠民 

3 410492005 柯容 音樂系   黃芳吟 

4 410492009 蔡亘 音樂系   呂昭瑩 

5 410492010 謝盈 音樂系   王惠民 

6 410492014 吳銜 音樂系   王惠民 

7 410492015 徐華 音樂系   呂昭瑩 

8 410492017 陳伶 音樂系   王惠民 

9 410492022 黃雅 音樂系   呂昭瑩 

10 410492027 賴先 音樂系   呂昭瑩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393025 熊宇 視覺設計系   楊明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