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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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11149 鄭○ 非應屆畢業生   林晉士 

2 410231136 洪○翔 非應屆畢業生   陳仁純 

3 410251030 羅○寧 非應屆畢業生   鄭彩鳳 

4 410332022 柯○羽 非應屆畢業生   陳榮輝 

5 410431228 陳○羽 非應屆畢業生   林盈甄 

6 410453018 李○廣 非應屆畢業生   李永昌 

7 410453036 戴○陵 非應屆畢業生   朱淑玲 

8 410457049 朱○衛 非應屆畢業生   黃美珍 

9 410457048 李○銘 非應屆畢業生   金湘斌 

10 410491018 蕭○仁 非應屆畢業生  楊明迭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M10762722 董○妏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林倍伊 

2 M10571123 陳○峰 工教系科技教育碩士班 
 

鄭國明 

3 M10671115 黃○雲 工教系科技教育碩士班 
 

鄭國明 

4 M10581110 温○瑜 化學系化學碩士班 
 

林相儒 

5 610634102 王○婷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謝建元 

6 610614002 許○舒 地理系碩士班 
 

吳育臻 

7 610654008 林○瑋 成人教育研究所 
 

呂昭瑩 

8 610658011 紀○儀 性別教育研究所 
 

卜樂妙 

9 610433004 顏○圳 物理系碩士班 
 

李佳任 

10 M10695719 黃○瑩 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呂昭瑩 

11 610691110 許○慈 美術系碩士班 
 

洪上翔 

12 810711007 林○蓁 國文系博士班 
 

陳宏銘 

13 610411012 黃○瑋 國文系碩士班 
 

陳宏銘 

14 610651006 李○瑱 教育系碩士班 
 

鄭彩鳳 

15 610618008 郭○惠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陳宏銘 

16 610618009 邱○誠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高婉瑜 

17 M10293724 王○蓉 視設系視覺設計碩士班 
 

盧福壽 

18 M10493708 李○棠 視設系視覺設計碩士班 
 

詹獻坤 

19 610693006 陳○君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李錦明 

20 610794004 謝○茹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呂昭瑩 

21 610774005 林○瑜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蔡榮輝 

22 610731006 謝○朋 數學系碩士班 
 

杜威仕 



23 610731010 駱○得 數學系碩士班 
 

杜威仕 

24 610731017 陳○伊 數學系碩士班 
 

葉均承 

25 610565104 林○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林倍伊 

26 610565109 謝○薇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林倍伊 

27 610565112 廖○筑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鄭彩鳳 

28 610565115 陳○宣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吳和堂 

29 610665111 張○惠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方金雅 

30 810565001 陳○華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班 
 

鄭彩鳳 

31 810565005 于○君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班 
 

吳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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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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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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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410511082 黃○惠 國文系 乙 姜龍翔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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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412025 邱○甄 英語系 甲 楊乃女 

2 410412089 邱○慧 英語系 甲 李玲琍 

3 410512010 林○箴 英語系 甲 呂奇芬 

4 410512011 廖○羿 英語系 甲 張玉玲 

5 410512012 尤○雯 英語系 甲 呂奇芬 

6 410512014 蔣○雁 英語系 甲 張玉玲 

7 410512015 朱翁○嫻 英語系 甲 張逸帆 

8 410512017 翁○翎 英語系 甲 李翠玉 

9 410512019 陳○霖 英語系 甲 李翠玉 

10 410512021 曹○翎 英語系 甲 柯博登 

11 410512022 張○渝 英語系 甲 李玲琍 

12 410512025 林○瑩 英語系 甲 廖明姿 

13 410512026 黃○寧 英語系 甲 忻愛莉 

14 410512029 巴○恩 英語系 甲 葉詩綺 

15 410512030 魯○萱 英語系 甲 陳貞伶 

16 410512031 顏○鈺 英語系 甲 忻愛莉 

17 410512036 王○玟 英語系 甲 李翠玉 

18 410512037 王○鑫 英語系 甲 陳貞伶 

19 410512039 蕭○伃 英語系 甲 張逸帆 

20 410512041 張○茹 英語系 甲 忻愛莉 

21 410512042 朱○渝 英語系 甲 郭進屘 

22 410512045 蔡○萱 英語系 乙 高郁婷 

23 410512048 王○睎 英語系 乙 張逸帆 

24 410512052 顏○欣 英語系 乙 呂奇芬 

25 410512056 林○倫 英語系 乙 澤田深雪 

26 410512057 張○驊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27 410512060 曹○誠 英語系 乙 廖明姿 

28 410512061 吳○真 英語系 乙 歐雷威 

29 410512065 侯○林 英語系 乙 葉詩綺 

30 410512067 王○風 英語系 乙 楊乃女 

31 410512070 林○樺 英語系 乙 廖明姿 

32 410512072 李○庭 英語系 乙 張逸帆 

33 410512076 王○蓁 英語系 乙 歐雷威 

34 410512082 康○華 英語系 乙 葉詩綺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610612304 楊○璇 英語系碩士班   歐雷威 

2 610612301 張○瑋 英語系碩士班   郭進屘 

3 610612306 洪○伶 英語系碩士班   張玉玲 

4 610518013 莊○欣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李玲琍 

5 M10622717 解○蓉 英語系應用英語碩士班   高郁婷 

6 M10622705 林○希 英語系應用英語碩士班   柯博登 

7 610512303 鍾○恬 英語系碩士班   楊乃女 

8 610712102 高○竣 英語系碩士班   高郁婷 

9 610554014 劉○均 成人教育研究所   柯博登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212077 鄧○中 非應屆畢業生   郭進屘 

2 B04102038 陳○廷 他校畢業生   澤田深雪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571002 蔡○淇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2 410571004 徐○芹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3 410571008 陳○霖 工業科技教育系  鄭國明 

4 410571010 王○賓 工業科技教育系  鄭國明 

5 410571017 陳○彤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6 410571018 謝○浩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7 410571019 江○諺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8 410571020 陳○穎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9 410571021 李○毅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0 410571022 程○潔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11 410571023 游○軒 工業科技教育系  鄭國明 

12 410571025 蔡○芸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13 410571027 包○寧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14 410571030 陳○君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15 410571033 陳○清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16 410571034 溫○妮 工業科技教育系  張美珍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7 410571035 蘇○恩 工業科技教育系  鄭國明 

18 410571039 許○徭 工業科技教育系  林玄良 

19 410571042 楊○微 工業科技教育系  范斯淳 

20 410571032 李○哲 工業科技教育系  鄭國明 

21 410572017 蔡○翰 工業設計系  唐硯漁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553001 陳○蓁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2 410553002 江○倪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3 410553003 古○慈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4 410553004 陳○岑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5 410553005 董○梅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6 410553006 洪○樸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7 410553007 卓○鈺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8 410553008 張○貽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9 410553009 陳○帆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10 410553010 卓○緹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1 410553012 陳○綺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12 410553013 劉○伶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3 410553014 林○兒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4 410553015 林○儀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15 410553017 朱○凝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6 410553018 莊○憲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17 410553019 趙○娟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18 410553020 蘇○婷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19 410553021 陳○庭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20 410553022 簡○廷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21 410553023 郭○茹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22 410553024 林○昱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23 410553025 程○高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24 410553026 陳○崗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25 410553027 黃○婷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26 410553028 邱○瑄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27 410553029 陳○欣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28 410553030 王○民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29 410553031 黃○萱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30 410553033 楊○國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31 410553034 黃○萱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32 410553035 張○祐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33 410553038 許○柔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34 410553039 顏○奕 特殊教育系   劉萌容 

35 410553040 楊○翊 特殊教育系   林素貞 

36 410553043 蔡○誼 特殊教育系   李永昌 

37 410553046 周○翰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38 410553047 王○卉 特殊教育系   朱淑玲 

39 410451024 葉○含 教育系   吳明隆 

40 410451032 張○柔 教育系   吳和堂 

41 410551001 蔡○妮 教育系   鍾蔚起 

42 410551002 曹○媛 教育系   方金雅 

43 410551006 伍○晴 教育系   吳和堂 

44 410551007 林○庭 教育系   鄭彩鳳 

45 410551008 林○威 教育系   鄭彩鳳 

46 410551009 游○宇 教育系   凃金堂 

47 410551010 張○吟 教育系   吳和堂 

48 410551011 鄭○茹 教育系   鍾蔚起 

49 410551013 郭○芳 教育系   吳和堂 

50 410551015 楊○庭 教育系   鍾蔚起 

51 410551018 袁○怡 教育系   鍾蔚起 

52 410551019 賴○宏 教育系   林倍伊 

53 410551021 凃○彧 教育系   鄭彩鳳 

54 410551025 陳○全 教育系   吳和堂 

55 410551026 姜○瑩 教育系   吳和堂 

56 410551027 蔡○珊 教育系   鄭彩鳳 

57 410551028 林○翔 教育系   吳明隆 

58 410551030 林○宇 教育系   鍾蔚起 

59 410551031 陳○文 教育系   鍾蔚起 

60 410551032 郭○鑫 教育系   凃金堂 

61 410551034 顏○潔 教育系   吳和堂 

62 410551037 趙○晴 教育系   鄭彩鳳 

63 410457028 楊○華 體育系   鄭漢吾 

64 410557004 林○文 體育系   鄭漢吾 

65 410557006 簡○偉 體育系   陳貞秀 

66 410557008 廖○慶 體育系   陳貞秀 

67 410557010 彭○婷 體育系   陳貞秀 

68 410557011 李○容 體育系   蔡俊賢 

69 410557016 胡○庭 體育系   陳膺成 

70 410557021 莊○強 體育系   徐耀輝 

71 410557027 余○辰 體育系   陳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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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410557028 孔○恩 體育系   鄭漢吾 

73 410557029 蔡○陞 體育系   徐耀輝 

74 410557030 高○筑 體育系   金湘斌 

75 410557033 張○倫 體育系   鄭漢吾 

76 410557034 洪○毅 體育系   黃美珍 

77 410557035 林○圻 體育系   鄭漢吾 

78 410557039 陳○穎 體育系   鄭漢吾 

79 410557042 龍任○祥 體育系   陳貞秀 

80 410557043 柳○昇 體育系   鄭漢吾 

81 410557044 王○炫 體育系   陳貞秀 

82 410557051 林○昱 體育系   陳貞秀 

83 410557053 許○偉 體育系   鄭漢吾 

84 410557054 林○君 體育系   鄭漢吾 

 

編號 學   號 姓 名 系  別 班級 指導教授 

1 410532012 陳○茵 化學系   俞仁渭 

2 410532039 賴○瑋 化學系   俞仁渭 

3 410434026 張○ 生物科技系   陳玉琪 

4 410534010 沈○璇 生物科技系   謝建元 

5 410534023 莊○嘉 生物科技系   謝建元 

6 410534024 林○德 生物科技系   謝建元 

7 410534034 鄭○興 生物科技系   卜樂妙 

8 410534035 陳○絜 生物科技系   陳玉琪 

9 410533003 許○瑜 物理系   李佳任 

10 410533024 曾○瑋 物理系   李佳任 

11 410533025 黃○憲 物理系   李佳任 

12 410533029 王○儒 物理系   李佳任 

13 410533035 楊○威 物理系   李佳任 

14 410533039 劉○妮 物理系   李佳任 

15 410431106 陳○宇 數學系數學組   林盈甄 

16 410431135 林○曄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17 410531104 林○毅 數學系數學組   何忠益 

18 410531107 羅○綺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19 410531108 黃○仁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20 410531109 施○娟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21 410531110 陳○妍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22 410531111 黃○德 數學系數學組   何忠益 

23 410531112 邱○茹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24 410531113 徐○評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25 410531117 王○威 數學系數學組   何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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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410531119 張○庭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27 410531120 利○萱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28 410531123 吳○懋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29 410531125 袁○沂 數學系數學組   黃必祥 

30 410531126 呂○樊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31 410531127 余○諴 數學系數學組   何忠益 

32 410531128 陳○宏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33 410531129 吳○臻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34 410531133 柯○祥 數學系數學組   左太政 

35 410531143 馮○育 數學系數學組   陳振遠 

36 410531203 汪○贊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仁純 

37 410531213 姜○汝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38 410531217 李○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李俊憲 

39 410531218 楊○軒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左太政 

40 410531227 洪○瑩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41 410531237 郭○維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仁純 

42 410531238 徐○鴻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陳振遠 

43 410531239 潘○廷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黃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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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10591001 李○珊 美術系 
 

洪上翔 

2 410591004 姚○均 美術系 
 

盧福壽 

3 410591011 盧○潔 美術系 
 

李錦明 

4 410591012 羅○芸 美術系 
 

李錦明 

5 410591013 羅○晨 美術系 
 

洪上翔 

6 410591019 陳○羽 美術系 
 

詹獻坤 

7 410591022 許○綺 美術系 
 

洪上翔 

8 410591030 遲○文 美術系 
 

詹獻坤 

9 410591031 曾○淳 美術系 
 

楊明迭 

10 410591032 程○潔 美術系 
 

楊明迭 

11 410591034 楊○醇 美術系 
 

楊明迭 

12 410591035 卓○萱 美術系 
 

洪上翔 

13 410591036 林○蓮 美術系 
 

詹獻坤 

14 410591038 黃○茹 美術系 
 

楊明迭 

15 410591039 賴○婷 美術系 
 

盧福壽 

16 410591040 黃○嘉 美術系 
 

盧福壽 

17 410592001 王○儒 音樂系 
 

王惠民 

18 410592004 徐○環 音樂系 
 

王惠民 

19 410592005 梁○恩 音樂系 
 

呂昭瑩 

20 410592006 曾○勝 音樂系 
 

呂昭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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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410592008 楊○雯 音樂系 
 

呂昭瑩 

22 410592009 蕭○瑜 音樂系 
 

王惠民 

23 410592010 許○文 音樂系 
 

王惠民 

24 410592013 許○馨 音樂系 
 

王惠民 

25 410592020 吳○淳 音樂系 
 

呂昭瑩 

26 410592024 黃○鈞 音樂系 
 

呂昭瑩 

27 410493027 陳○儒 視覺設計系 
 

李錦明 

28 410593009 林○亭 視覺設計系 
 

李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