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姓名 系級 授課教師 時間 

B09207036 劉○霽 心理系 免修 Waived 

B09208021 趙○然 地理系 免修 Waived 

B09302222 李○秀 政治系國關組 陶漢威 二 567 

B09302357 林○ 政治系公行組 陶漢威 二 567 

B09305024 薇○康 社會系 免修 Waived 

B09404024 劉○玲 醫技系 免修 Waived 

B09406057 何○翹 護理系 陶漢威 三 ABC 

B09501075 盧○平 土木系 劉亮雅 四 8910 

B09502165 游○瑀 機械系 免修 Waived 

B09701137 陳○花 工管系企管組 陶漢威 三 234 

B10101027 葉○菁 中文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1029 陳○佑 中文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1030 邱○堯 中文系 許靜瑛 四 567 

B10101035 容○原 中文系 許靜瑛 四 567 

B10101036 陳○輝 中文系 許靜瑛 四 567 

B10101037 陳○澔 中文系 翁家傑 二 345 

B10101038 華○涵 中文系 翁家傑 二 345 

B10101040 蔡○順 中文系 翁家傑 二 345 

B10101041 鍾○怡 中文系 俞燕妮 二 234 

B10101101 宋○娜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三 ABC 

B10101102 白○娟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三 ABC 

B10101103 李○山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三 ABC 

B10101104 孫○真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三 234 

B10101105 墨○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三 234 

B10101106 陳○烽 中文系國際班 王啟安 三 234 

B10101108 蔡○翔 中文系國際班 王啟安 三 234 

B10101109 權○娟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三 ABC 

B10101111 王○汶 中文系國際班 王啟安 三 234 

B10101113 石○葵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一 ABC 

B10101114 釋○勝 中文系國際班 陳逸軒 一 ABC 

B10101115 黃○娟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三 ABC 

B10101116 何○萱 中文系國際班 陶漢威 一 ABC 

B10103030 安○利 歷史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3031 土○祐實 歷史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103032 加○佑輝 歷史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103033 林○餘 歷史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3034 陳○威 歷史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3036 黃○權 歷史系 楊乃冬 二 234 

B10104031 王○言 哲學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4032 劉○兒 哲學系 楊乃冬 二 234 

B10105019 藤○結衣 人類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5021 李○雅 人類系 楊乃冬 二 234 

B10105022 余○弘 人類系 楊乃冬 二 234 

B10105023 吳○彤 人類系 王芮思 二 234 

B10105025 陳○頤 人類系 王芮思 二 234 

B10106028 康○容 圖資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6029 梁○萱 圖資系 王芮思 二 234 

B10106031 葉○怡 圖資系 王芮思 二 234 

B10106032 彭○欣 圖資系 王芮思 二 234 

B10107033 西○綾夏 日文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9017 陳○熙 戲劇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109019 張○敏 戲劇系 王芮思 二 234 

B10109020 黃○康 戲劇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201030 陳○穎 數學系 張小虹 一 345 

B10201031 陈○杨 數學系 張小虹 一 345 

B10201036 李○悅 數學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202046 黃○星 物理系 張小虹 一 345 

B10202048 林○倫 物理系 黃恆綜 一 345 

B10203046 李○雅 化學系 黃恆綜 一 345 

B10203048 羅○瑄 化學系 黃恆綜 一 345 

B10203054 金○俊 化學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203055 吳○泓 化學系 黃恆綜 一 345 

B10203056 李○安 化學系 免修 Waived 

B10203057 柯○斌 化學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203059 鄭○天 化學系 楊乃冬 一 345 

B10204030 彭○為 地質系 楊乃冬 一 345 

B10207032 方○茹 心理系 楊乃冬 一 345 

B10207034 林○熙 心理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207035 陳○霞 心理系 楊乃冬 一 345 

B10207037 林○茹 心理系 張嘉倩 一 345 

B10208020 劉○嬅 地理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208022 黄○玺 地理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208023 蔡○靜 地理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209030 林○正 大氣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302122 林○安 政治系政論組 劉雅詩 二 567 

B10302123 庄○葳 政治系政論組 劉雅詩 二 567 

B10302125 黃○陸 政治系政論組 劉雅詩 二 567 

B10302221 黃○琳 政治系國關組 劉雅詩 二 567 

B10302222 李○勝 政治系國關組 陶漢威 三 ABC 

B10302224 陳○ 政治系國關組 免修 Waived 

B10302227 蔡○瑾 政治系國關組 免修 Waived 

B10302228 廣○創太 政治系國關組 劉雅詩 二 567 

B10302229 坂○天音 政治系國關組 劉威辰 二 567 

B10302230 李○昊 政治系國關組 陳逸軒 一 ABC 

B10302231 申○宴 政治系國關組 劉威辰 二 567 

B10302233 沼○桃子 政治系國關組 劉威辰 二 567 

B10302237 黃○維 政治系國關組 陶漢威 三 ABC 

B10302322 李○茹 政治系公行組 劉威辰 二 567 

B10302324 袁○誠 政治系公行組 廖勇超 二 567 

B10302325 陳○庭 政治系公行組 陳逸軒 一 ABC 

B10302326 鄧○言 政治系公行組 陳逸軒 一 ABC 

B10303065 李○江 經濟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303067 石○薰 經濟系 免修 Waived 

B10303068 何○鴻 經濟系 廖勇超 二 567 

B10303069 吳○ 經濟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303071 劉○樺 經濟系 免修 Waived 

B10305030 黃○潤 社會系 廖勇超 二 567 

B10305031 劉○娜 社會系 廖勇超 二 567 

B10305032 劉○毅 社會系 廖勇超 二 567 

B10310031 范○芸 社工系 廖勇超 二 567 

B10310032 陳○禎 社工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310033 黃○濠 社工系 吳雅鳳 二 567 

B10310034 張○嘉 社工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310035 金○珉 社工系 吳雅鳳 二 567 

B10310036 余○佳 社工系 陶漢威 二 567 

B10401080 洪○ 醫學系 免修 Waived 

B10401082 李○ 醫學系 許以心 一 10AB 

B10401083 林○勳 醫學系 許以心 一 10AB 

B10401084 林○徵 醫學系 許以心 一 10AB 

B10401085 袁○棋 醫學系 林祐瑜 一 10AB 



B10401087 黃○量 醫學系 免修 Waived 

B10401089 趙○誠 醫學系 免修 Waived 

B10402019 王○儒 牙醫系 林祐瑜 一 10AB 

B10402021 鍾○翰 牙醫系 免修 Waived 

B10403036 柯○靚 藥學系 林祐瑜 一 10AB 

B10403037 陳○舸 藥學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4022 張○霖 醫技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4026 陳○螢 醫技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6028 房○凌 護理系 林祐瑜 一 10AB 

B10406031 方○宜 護理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8026 譚○穎 物治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8027 李○移 物治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8028 莫○臻 物治系 王寶祥 一 10AB 

B10408030 吳○敏 物治系 王寶祥 一 10AB 

B10408031 姚○希 物治系 王寶祥 一 10AB 

B10408032 張○峰 物治系 免修 Waived 

B10408033 鄭○雯 物治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8034 蘇○茵 物治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8036 張○維 物治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409028 林○鴻 職治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409029 張○錦 職治系 陳春燕 一 10AB 

B10409030 葉○行 職治系 葉德蘭 一 10AB 

B10409031 黎○恩 職治系 葉德蘭 一 10AB 

B10501064 陳○慧 土木系 朱偉誠 四 8910 

B10501065 白○蓮 土木系 朱偉誠 四 8910 

B10501068 姚○平 土木系 朱偉誠 四 8910 

B10501069 林○謙 土木系 許靜瑛 四 8910 

B10501077 陳○珍 土木系 許靜瑛 四 8910 

B10501084 **tlali **llory 

**an 

土木系 許靜瑛 四 8910 

B10501088 李○英 土木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501089 孔○琪 土木系 陳逸軒 四 8910 

B10501093 唐○麗 土木系 陳逸軒 四 8910 

B10501095 何○雅 土木系 免修 Waived 

B10501096 傅○翰 土木系 免修 Waived 

B10501097 李○悦 土木系 免修 Waived 

B10501098 歐○明 土木系 免修 Waived 



B10501108 康○翎 土木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501109 梁○輝 土木系 陳逸軒 四 8910 

B10501110 陳○霓 土木系 陳逸軒 四 8910 

B10501111 雷○帖 土木系 簡瑞碧 四 8910 

B10501112 劉○翔 土木系 簡瑞碧 四 8910 

B10501115 叶○雯 土木系 簡瑞碧 四 8910 

B10501117 彭○煒 土木系 簡瑞碧 四 8910 

B10502103 張○源 機械系 許文僊 四 8910 

B10502105 戴○愷 機械系 許文僊 四 8910 

B10502106 梅○利 機械系 免修 Waived 

B10502108 林○凱 機械系 許文僊 四 8910 

B10502109 洪○智 機械系 免修 Waived 

B10502110 唐○宏 機械系 許文僊 四 8910 

B10502111 莫○漢 機械系 免修 Waived 

B10502113 陳○熙 機械系 高維泓 四 8910 

B10502114 黃○境 機械系 高維泓 四 8910 

B10502115 黃○雄 機械系 高維泓 四 8910 

B10502116 黃○斌 機械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502118 黃○紳 機械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502119 劉○玄 機械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504075 陳○惠 化工系 高維泓 四 8910 

B10504076 陳○霖 化工系 高維泓 四 8910 

B10504079 施○和 化工系 高維泓 四 8910 

B10504080 孫○漢 化工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504081 李○冰 化工系 陶漢威 三 ABC 

B10504082 段○鹏 化工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504083 楊○陞 化工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504085 孫○毅 化工系 高維泓 四 8910 

B10507038 鄭○恩 材料系 免修 Waived 

B10507039 鄭○云 材料系 陶漢威 二 567 

B10508014 鄭○齡 醫工系 胥嘉陵 四 8910 

B10508016 施○怡 醫工系 胥嘉陵 四 8910 

B10601021 盧○宜 農藝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1023 施○宇 農藝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1024 陳○宏 農藝系 劉威辰 二 8910 

B10601025 馮○愷 農藝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2029 楊○諭 生工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2031 李○祥 生工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2032 林○竹 生工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3034 楊○康 農化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3035 潘○琳 農化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3036 李○鈺 農化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3037 張○虹 農化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3038 黄○玲 農化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3039 裴○淵 農化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3040 周○堯 農化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3041 陳○成 農化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3042 葉○健 農化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5049 梁○謙 森林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605050 郭○邦 森林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5051 陳○嘉 森林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5052 陳○榆 森林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5053 曾○銘 森林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5057 莫○然 森林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6023 賴○芬 動科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6024 劉○怡 動科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6028 盤○稚乃 動科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6029 張○文 動科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6030 蘇○恩 動科系 免修 Waived 

B10606032 葉○雯 動科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6033 劉○賢 動科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6034 劉○南 動科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7028 白○銣 農經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7029 蔡○珊 農經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7030 和○鈴萊 農經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7031 陳○雄 農經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7032 林○宏 農經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7033 尹○莉 農經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7034 馬○鈺 農經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607036 崔○ 農經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7037 羅○光 農經系 劉威辰 二 8910 

B10607038 鄭○夏 農經系 免修 Waived 

B10607041 陳○瑋 農經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7043 鍾○濤 農經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8036 李○然 園藝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8037 南○咲 園藝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608038 陳○立 園藝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8040 梁○瑩 園藝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9038 許○恩 獸醫系 陶漢威 一 ABC 

B10609039 楊○雯 獸醫系 黃宗慧 二 8910 

B10609040 楊○倩 獸醫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09042 李○國 獸醫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609044 唐○怡 獸醫系 免修 Waived 

B10609046 陳○茵 獸醫系 黃宗慧 二 8910 

B10609047 曾○賢 獸醫系 黃宗慧 二 8910 

B10609051 蕭○熙 獸醫系 免修 Waived 

B10610031 李○寰 生傳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10032 張○慶 生傳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610035 鄧○堯 生傳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11026 黃○花 生機系 黃宗慧 二 8910 

B10611027 房○元 生機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611029 石○真 生機系 許文僊 二 8910 

B10611032 柯○妤 生機系 許文僊 二 8910 

B10611033 徐○昌 生機系 免修 Waived 

B10612021 仲○裕三郎 昆蟲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612022 溫○樂 昆蟲系 許文僊 二 8910 

B10612023 巫○言 昆蟲系 李紀舍 二 8910 

B10613020 葉○菁 植微系 李紀舍 二 8910 

B10613023 柯○洋 植微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701141 豊○凌洋 工管系企管組 鄭暐凡 三 234 

B10701142 小○玲華 工管系企管組 陳逸軒 一 ABC 

B10701145 葉○瑩 工管系企管組 鄭暐凡 三 234 

B10701146 趙○昶 工管系企管組 鄭暐凡 三 234 

B10701149 蔡○薏 工管系企管組 鄭暐凡 三 234 

B10701230 劉○榮 工管系科管組 鄭暐凡 三 234 

B10702060 莊○華 會計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702065 韓○勳 會計系 鄭暐凡 三 234 

B10702070 孫○茹 會計系 王啟安 三 234 

B10702071 曹○元 會計系 王啟安 三 234 

B10702073 陳○湧 會計系 免修 Waived 

B10702074 劉○妏 會計系 王啟安 三 234 



B10703059 鍾○智 財金系 王啟安 三 234 

B10703062 謝○棋 財金系 王啟安 三 234 

B10703067 古○越萌 財金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703072 馬○彧 財金系 王啟安 三 234 

B10703074 許○ 財金系 張惠娟 三 234 

B10704057 劉○廷 國企系 張惠娟 三 234 

B10704058 蕭○甯 國企系 張惠娟 三 234 

B10704060 陳○羽 國企系 免修 Waived 

B10705037 關○欣 資管系 張惠娟 三 234 

B10705040 梁○崗 資管系 免修 Waived 

B10801036 張○䑙 公衛系 張嘉倩 一 345 

B10801037 馮○倫 公衛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801038 蘇○煊 公衛系 張嘉倩 一 345 

B10901119 陳○鋒 電機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901136 彭○輝 電機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901118 張○晴 電機系 免修 Waived 

B10901115 李○宏 電機系 大二再修 Please take 

Freshman 

English in 

sophomore 

year. 

B10901133 周○樂 電機系 大二再修 

B10901137 黃○升 電機系 大二再修 

B10901138 詹○康 電機系 大二再修 

B10901140 蕭○善 電機系 大二再修 

B10901141 龍○樺 電機系 大二再修 

B10902077 黃○文 資工系 胥嘉陵 四 8910 

B10902088 周○葵 資工系 胥嘉陵 四 8910 

B10902095 梁○言 資工系 胥嘉陵 四 8910 

B10902097 程○熹 資工系 陳逸軒 一 ABC 

B10902100 嚴○順 資工系 胥嘉陵 四 8910 

B10a01122 衛○玉 法律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a01125 金○林 法律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a01127 連○韻 法律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a01128 陳○瑤 法律系法學組 胥嘉陵 四 8910 

B10a01130 謝○寧 法律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a01222 黃○倫 法律系司法組 高照明 四 8910 

B10a01224 張○健 法律系司法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a01225 梁○賢 法律系司法組 高照明 四 8910 

B10A01226 陳○翔 法律系司法組 免修 Waived 

B10a01227 葉○菀 法律系司法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a01321 野○結希 法律系財法組 高照明 四 8910 

B10a01323 白○ 法律系財法組 陳逸軒 一 ABC 

B10a01324 何○明 法律系財法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a01326 王○伍 法律系財法組 高照明 四 8910 

B10a01329 林○源 法律系財法組 陳逸軒 三 ABC 

B10B01045 周○瑩 生科系 張惠娟 三 234 

B10B01047 余○敏 生科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B01050 朴○怡 生科系 王珊珊 三 234 

B10B01051 林○彬 生科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B01052 金○俊 生科系 王珊珊 三 234 

B10B01053 許○慜 生科系 王珊珊 三 234 

B10B01056 王○晴 生科系 陳逸軒 三 ABC 

B10B01057 江○達 生科系 王珊珊 三 234 

B10B01060 劉○翔 生科系 簡瑞碧 三 234 

B10B02031 洪○佳 生技系 簡瑞碧 三 234 

B10B02034 翁○楓 生技系 簡瑞碧 三 234 

B10B02035 林○添 生技系 簡瑞碧 三 234 

B10B02038 朱○衛 生技系 陶漢威 三 234 

B10B02042 吳○慰 生技系 陳逸軒 三 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