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 姓名 系級 授課教師 時間

B08610026 陳○婷 生傳系 陶漢威 三ABC

B09101039 劉○妍 中文系 陶漢威 三ABC

B09A01323 孫○明 法律系財法組 陶漢威 三ABC

B10303127 梁○簪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沈曉茵 二567

b10310037 王○龍 社工系 陶漢威 三ABC

B10607036 崔○ 農經系 陶漢威 三ABC

B10701141 豊崎○○ 工管系企管組 楊明蒼 三234

B10701170 陳○珊 工管系企管組 楊明蒼 三234

B10901115 李○宏 電機系 劉威辰 二8910

B10901139 潘○仁 電機系 劉威辰 二8910

B10b01062 黑川○○ 生科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1030 侯○量 中國文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1035 陳○賢 中國文學系 王芮思 二234

B11101036 閻○翠 中國文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1037 陳○妤 中國文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1039 羅○羚 中國文學系 王芮思 二234

B11101040 蔡○琪 中國文學系 王芮思 二234

B11101041 蔡○瑾 中國文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1043 杜○恩 中國文學系 王芮思 二234

B11101101 土持○○ 中國文學系國際學生學士班 陶漢威 三ABC

B11101102 楊○蘭 中國文學系國際學生學士班 王芮思 二234

B11101104 宮嶋○○○ 中國文學系國際學生學士班 陶漢威 三ABC

B11101105 佐藤○○ 中國文學系國際學生學士班 陶漢威 三ABC

B11101106 克○賢 中國文學系國際學生學士班 陶漢威 三ABC

B11103029 羅○康 歷史學系 翁家傑 二345

B11103032 蔡○亨 歷史學系 高瑟濡 二234

B11103034 羅○政 歷史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3035 彭○ 歷史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3036 荒武○○○ 歷史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3037 楊○琳 歷史學系 高瑟濡 二234

B11104033 顏○恩 哲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4034 林○恒 哲學系 俞燕妮 二234

B11105019 潘○祺 人類學系 高瑟濡 二234

B11105020 連○林 人類學系 高瑟濡 二234

B11105021 葉○珊 人類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6032 李○楊 圖資系 俞燕妮 二234

B11106033 廖○羽 圖資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6034 林○敏 圖資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6035 陳○妮 圖資系 俞燕妮 二234

B11106036 岑○恩 圖資系 楊乃冬 二234

B11106037 駱○嵐 圖資系 楊乃冬 二234

B11106039 趙○溢 圖資系 楊乃冬 二234

B11107032 吳○美 日文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7034 黃○珩 日文系 翁家傑 二345

B11107035 鄭○淇 日文系 翁家傑 二345

B11107036 吳○瑜 日文系 翁家傑 二345

B11107037 蕭○弘 日文系 翁家傑 二345

B11107038 陳○軒 日文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9017 黃○晴 戲劇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109018 洪○澤 戲劇學系 楊乃冬 二234

B11109021 陳○達 戲劇學系 楊乃冬 二234



B11201025 趙○恩 數學系 蔡秀枝 雙一12三12

B11201026 謝○言 數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2035 吳○濠 物理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3037 湯○英 化學系 沈曉茵 一345

B11203038 郭○臻 化學系 沈曉茵 一345

B11203039 李○雅 化學系 黃恆綜 一345

B11203040 陳○ 化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3041 黃○澤 化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204027 李○斌 地質科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4029 鄭○儀 地質科學系 楊乃冬 一345

B11204030 周○雲 地質科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4035 王○ 地質科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4036 陳○遠 地質科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7032 蘇○恒 心理學系 楊乃冬 一345

B11207033 楊○靖 心理學系 張嘉倩 一345

B11207034 黃○儀 心理學系 張嘉倩 一345

B11207037 廖○霖 心理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7040 朱○伃 心理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207041 北村○○ 心理學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7042 柳○臣 心理學系 王珊珊 一345

B11207044 張○軒 心理學系 王珊珊 一345

B11208020 謝○祐 地理系 陶漢威 三ABC

B11208021 陳○仁 地理系 王珊珊 一345

B11208022 李○基 地理系 黃恆綜 一345

B11208025 譚○軒 地理系 張嘉倩 一345

B11209024 陳○恩 大氣科系 楊乃冬 一345

B11302127 李○勝 政治系政論組 陳逸軒 三ABC

B11302128 鄭○宇 政治系政論組 陳逸軒 三ABC

B11302129 林○君 政治系政論組 蔡自青 二567

B11302130 陳○雯 政治系政論組 蔡自青 二567

B11302131 羅○維 政治系政論組 蔡自青 二567

B11302226 魏○恩 政治系國關組 陳逸軒 三ABC

B11302227 林○豪 政治系國關組 陳逸軒 三ABC

B11302228 王○香 政治系國關組 陶漢威 一ABC

B11302229 連○婷 政治系國關組 陶漢威 一ABC

B11302231 張○娜 政治系國關組 陶漢威 一ABC

B11302232 田原○○○ 政治系國關組 蔡自青 二567

B11302328 黃○恩 政治系公行組 陳逸軒 三ABC

B11302329 陳○恒 政治系公行組 蔡自青 二567

B11302331 陳○君 政治系公行組 陶漢威 二567

B11303074 張○恆 經濟學系 陶漢威 二567

B11303075 李○柔 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303076 鄧○俞 經濟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303077 曾○芬 經濟學系 陶漢威 二567

B11303078 洪○莎 經濟學系 陶漢威 二567

B11303079 陳○竹 經濟學系 陶漢威 二567

B11303084 **ttanichar **watpasaw○rn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沈曉茵 二567

B11303088 **trah **fi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沈曉茵 二567

B11303093 金○美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陳逸軒 三ABC

B11303100 吉岡○○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陶漢威 一ABC

B11303101 小野○○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陶漢威 一ABC

B11303102 新清○○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陳逸軒 三ABC



b11303106 彭○儀 經濟學系全英語專班 沈曉茵 二567

B11305026 江○綾 社會學系 陶漢威 二567

B11305027 糸井○○ 社會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305029 謝○鍹 社會學系 劉威辰 二567

B11310031 李○安 社會工作學系 劉威辰 二567

B11401077 黃○萱 醫學系 王寶祥 一10AB

B11401084 盧○禮 醫學系 王寶祥 一10AB

B11402016 何○穎 牙醫學系 蔡秀枝 雙一12三12

B11402018 卓○明 牙醫學系 王寶祥 一10AB

B11403037 鄭○呈 藥學系 許以心 一10AB

B11403039 黃○雅 藥學系 許以心 一10AB

B11403041 楊○安 藥學系 許以心 一10AB

B11403042 謝○霖 藥學系 許以心 一10AB

B11404023 黃○敏 醫檢系 陳逸軒 三ABC

B11404025 鄭○泓 醫檢系 陶漢威 一ABC

B11404028 葉○祈 醫檢系 林祐瑜 一10AB

B11404029 李○寶 醫檢系 陳逸軒 三ABC

B11406030 黃○熙 護理學系 林祐瑜 一10AB

B11406031 葉○崙 護理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408033 楊○恩 物理治療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408034 危○妮 物理治療學系 黃允蔚 一10AB

B11408037 賴○賢 物理治療學系 王寶祥 一10AB

B11408038 柯○宬 物理治療學系 葉德蘭 一10AB

B11408039 林○翔 物理治療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409024 黃○陽 職能治療學系 葉德蘭 一10AB

B11409025 陳○法 職能治療學系 葉德蘭 一10AB

B11409027 簡○昭 職能治療學系 葉德蘭 一10AB

B11501064 羅○祥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1066 楊○寶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501068 余○嵐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1069 楊○昌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1071 林○才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1072 陳○齊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501074 甘○洋 土木工程學系 劉亮雅 四8910

B11501075 方○煊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501080 楊○瑩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501081 方○俊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501083 蔡○克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501084 陳○圓 土木工程學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501087 **nansia **cci **rba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陳逸軒 三ABC

B11501089 何○杰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胥嘉陵 四8910

B11501094 **tan○n **achee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陳逸軒 三ABC

B11501106 **zidane **kim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胥嘉陵 四8910

B11501107 **harani **syah **iyanti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胥嘉陵 四8910

B11501111 鄭○至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胥嘉陵 四8910

B11501112 上永野○○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陳逸軒 三ABC

B11501114 傅○叡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趙恬儀 四8910

B11501116 羅○漢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趙恬儀 四8910

B11501117 戴○娜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趙恬儀 四8910

B11501118 吳○凱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趙恬儀 四8910

B11501119 包○茉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專班 趙恬儀 四8910

B11502098 鍾○恆 機械工程學系 李鴻瓊 四8910



B11502100 黃○銓 機械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2101 郭○豪 機械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2104 梁○維 機械工程學系 李鴻瓊 四8910

B11502106 巫○豪 機械工程學系 李鴻瓊 四8910

B11502107 董○杏 機械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2109 林○灝 機械工程學系 李鴻瓊 四8910

B11502112 何○欣 機械工程學系 朱偉誠 四8910

B11502115 胡○傑 機械工程學系 朱偉誠 四8910

B11502117 **briel **ahriant○ **pitupulu 機械工程學系 朱偉誠 四8910

B11502119 雷○書 機械工程學系 朱偉誠 四8910

B11504074 卓○謙 化學工程學系 黃允蔚 一10AB

B11504075 胡○華 化學工程學系 黃允蔚 一10AB

B11504076 李○琪 化學工程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504077 顏○敏 化學工程學系 林祐瑜 一10AB

B11504079 蔡○燁 化學工程學系 黃允蔚 一10AB

B11504083 葉○軒 化學工程學系 林祐瑜 一10AB

B11504089 郭○廷 化學工程學系 林祐瑜 一10AB

B11505033 竇○祥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5034 闕○巨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許文僊 四8910

B11505036 曾○寶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5037 黃○亮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許文僊 四8910

B11505038 柳○利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505040 梁○芯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許文僊 四8910

B11505042 何○加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許文僊 四8910

B11507031 楊○慶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劉威辰 二567

B11507033 鄭○婷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劉威辰 二567

B11507034 趙○婷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劉威辰 二567

B11508008 莫○軒 醫學工程學系 高照明 四8910

B11508009 周○傑 醫學工程學系 高照明 四8910

B11508012 程○璇 醫學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508015 周○康 醫學工程學系 高照明 四8910

B11601014 劉○駿 農藝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601015 房○翔 農藝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601016 王○菲 農藝學系 劉威辰 二8910

B11601017 陳○姍 農藝學系 劉威辰 二8910

B11601018 林○達 農藝學系 劉威辰 二8910

B11601021 陳○靜 農藝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602016 張○源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602017 梁○翊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602018 黃○霜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許文僊 二8910

B11602019 潘○瑜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602020 陳○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許文僊 二8910

B11602021 余○儀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許文僊 二8910

B11602022 **zia **ikes *ag **se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三ABC

B11603033 鄭○謙 農業化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3035 關○麗 農業化學系 劉威辰 二8910

B11603036 余○艷 農業化學系 劉威辰 二8910

B11603040 傅○妃 農業化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5050 陳○善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5051 陳○凱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許文僊 二8910

B11605052 蔡○峯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5053 張○楠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5054 高○澤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許文僊 二8910

B11605059 林○荣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5060 蔡○紜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6021 蘇○怡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許文僊 二8910

B11606023 許○琳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許文僊 二8910

B11606024 何○婷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6025 鄒○娟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黃宗慧 二8910

B11606026 宋○霞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黃宗慧 二8910

B11606027 余○諺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黃宗慧 二8910

B11606028 張○棋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28 葉○伸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32 有吉○○ 農業經濟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7033 許○瑜 農業經濟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7035 劉○佩 農業經濟學系 簡瑞碧 二8910

B11607036 陳○佳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37 陳○梅 農業經濟學系 簡瑞碧 二8910

B11607038 陳○瑰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39 陳○利 農業經濟學系 簡瑞碧 二8910

B11607040 張○晶 農業經濟學系 簡瑞碧 二8910

B11607041 葉○詩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44 任○惠 農業經濟學系 簡瑞碧 二8910

B11607046 吳○敏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47 趙○拿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48 庾○鉉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7049 井上○○ 農業經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8032 許○琦 園藝暨景觀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8033 丁○逸 園藝暨景觀學系 李紀舍 二8910

B11608034 楊○嬌 園藝暨景觀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8035 李○柔 園藝暨景觀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8037 小○右 園藝暨景觀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9031 黃○澤 獸醫學系 黃宗慧 二8910

B11609032 袁○軒 獸醫學系 黃宗慧 二8910

B11609033 阮○淇 獸醫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9034 吳○熙 獸醫學系 黃宗慧 二8910

B11609035 郭○瑄 獸醫學系 黃宗慧 二8910

B11609036 朱○瑄 獸醫學系 李紀舍 二8910

B11609037 李○儀 獸醫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09041 崔○瑞 獸醫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09044 葉○樂 獸醫學系 李紀舍 二8910

B11610032 張○恩 生傳系 沈曉茵 一345

B11610033 龍○暉 生傳系 楊乃冬 一345

B11610034 江○恩 生傳系 陶漢威 一ABC

B11610036 張○潔 生傳系 張嘉倩 一345

B11610038 關○知 生傳系 陳逸軒 一ABC

B11611015 沈○頤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李紀舍 二8910

B11611017 林○偉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李紀舍 二8910

B11612024 李○誠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黃恆綜 一345

B11612026 梁○建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黃恆綜 一345

B11613016 程○欣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王珊珊 一345

B11701129 張○瑜 工管系企管組 楊明蒼 三234

B11701131 林○𡝮 工管系企管組 李鴻瓊 三234

B11701136 張○恩 工管系企管組 李鴻瓊 三234



B11701232 黃○虹 工管系科管組 陶漢威 三234

B11701233 工○步 工管系科管組 陶漢威 三234

B11702054 王○寧 會計學系 王啟安 三234

B11702057 朱○箕 會計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702060 裴○兒 會計學系 王啟安 三234

B11703066 莫○希 財務金融學系 王啟安 三234

B11703071 福士○○○ 財務金融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703072 古賀○○ 財務金融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704054 黃○雁 國際企業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704055 黃○榛 國際企業學系 鄭暐凡 三234

B11704056 鍾○麗 國際企業學系 鄭暐凡 三234

B11704058 藍○麗 國際企業學系 鄭暐凡 三234

B11705039 李○盈 資訊管理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705040 靈○ 資訊管理學系 劉雅詩 三234

B11705041 洪○萍 資訊管理學系 劉雅詩 三234

B11705042 趙○文 資訊管理學系 劉雅詩 三234

B11801020 呂○儀 公共衛生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801021 潘○心 公共衛生學系 蔡秀枝 雙一12三12

B11801022 楊○慧 公共衛生學系 沈曉茵 一345

B11902091 姚○維 資訊工程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902096 葉○江 資訊工程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902098 李○桓 資訊工程學系 許文僊 四8910

B11902116 張○善 資工系 陳逸軒 四8910

B11A01126 鄭○晨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127 羅○璋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128 王○丹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130 陳○莉 法律學系法學組 簡瑞碧 四8910

B11A01132 金○爛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133 金○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陶漢威 一ABC

B11A01134 福屋○○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135 **adyslava **n 法律學系法學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229 林○輝 法律學系司法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231 蔡○妤 法律學系司法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232 江○庭 法律學系司法組 簡瑞碧 四8910

B11A01233 戴○庭 法律學系司法組 簡瑞碧 四8910

B11A01234 關○惠 法律學系司法組 簡瑞碧 四8910

B11A01236 金○允 法律學系司法組 陶漢威 一ABC

B11A01237 陳○姿 法律學系司法組 陳逸軒 一ABC

B11A01328 謝○霖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簡瑞碧 四8910

B11A01330 李○欣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陶漢威 一ABC

B11A01331 孔○君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陶漢威 一ABC

B11A01333 池○認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陶漢威 一ABC

B11B01047 熊○菲 生命科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B01048 邵○蘭 生命科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B01051 錢○凝 生命科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B01056 金○ 生命科學系 劉雅詩 三234

B11B01057 金○志 生命科學系 陶漢威 一ABC

B11B02040 崔○鍏 生化科技學系 王啟安 三234

B11B02041 詹○憶 生化科技學系 李鴻瓊 三234

B11B02042 李○巧 生化科技學系 陶漢威 三234

B11B02043 郭○美 生化科技學系 鄭暐凡 三234

B11B02047 吳○皓 生化科技學系 陳逸軒 一ABC



B11B02051 何○寶 生化科技學系 陳逸軒 一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