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學系 學號 姓名 輔導老師 備註

1 地理學系 S0743008 古柏宏 陳清目老師

2 地理學系 S0843009 許伯煌 曾宇良老師

3 地理學系 S0843010 李雋揚 曾宇良老師

4 地理學系 S0943037 游子瑩 何猷賓老師

5 美術學系 S0744003 馬雨琤 王麗雁老師

6 美術學系 S0944021 何恬緯 王麗雁老師

7 英語學系 S0741004 李佳蓉
趙玉芝老師

郭育賢老師

8 英語學系 S0741012 陳郁暄
趙玉芝老師

郭育賢老師

9 英語學系 S0741032 葉芳綺
趙玉芝老師

郭育賢老師

10 英語學系 S0741050 許家瑄
趙玉芝老師

郭育賢老師

11 英語學系 S0841013 鄭芝穎 龔慧懿老師 (雙語)

12 英語學系 S0941023 李俐穎 龔慧懿老師 (雙語)

13 英語學系 S0941026 李芊儀
平為民老師

黃玫珍老師

14 英語學系 S0941052 孟芝羽 龔慧懿老師 (雙語)

15 英語學系 S0941058 顏妤真
平為民老師

黃玫珍老師

16 英語學系 S0941059 洪宜凡
黃玫珍老師

平為民老師

17 國文學系 S0742004 王郁琪 蔣美華老師

18 國文學系 S0742031 邱郁婷 蔣美華老師

19 國文學系 S0742111 王婷玟 楊曉菁老師

20 國文學系 S0742125 吳湘頤 楊曉菁老師

21 國文學系 S0842003 江惠廷 詹千慧老師

22 國文學系 S0842012 黃婷微 詹千慧老師

23 國文學系 S0842023 陳靜雯 詹千慧老師

24 國文學系 S0842035 游清桂 詹千慧老師

25 國文學系 S0842109 何曼菁 邱怡瑄老師

26 國文學系 S0842121 吳蕙妤 邱怡瑄老師

27 國文學系 S0942016 蘇奕儒 邱怡瑄老師

28 國文學系 S0942020 呂冠德 蘇建洲老師

29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S0731044 周裕峰 盧建余老師

30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S0931035 劉政諺 陳狄成老師

31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S0931139 許唯霆 劉晉嘉老師

32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S0778005 黃奕翔 洪翠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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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S0778108 蕭胤承 洪翠娥老師

34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S0778115 蕭詠心 洪翠娥老師

35 運動學系 S0771024 徐偲庭 陳帝佑老師

36 運動學系 S0871053 施馨惠 蔡忠昌老師

37 運動學系 S0971018 潘升詵 江勁彥老師

38 特殊教育學系 S0712001 陳沂 吳訓生老師

39 特殊教育學系 S0712011 程毓晴 吳訓生老師

40 特殊教育學系 S0712018 蔡侑澄 吳訓生老師

41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022 曾禹碩 張靖卿老師

42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028 張媛霈 張靖卿老師

43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030 胡曼琪 張靖卿老師

44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033 何子恆 張靖卿老師

45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106 黃珊 詹孟琦老師

46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108 謝雅嫺 詹孟琦老師

47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118 凃馨方 詹孟琦老師

48 特殊教育學系 S0812128 鄭育淇 詹孟琦老師

49 特殊教育學系 S0912012 陳怡瑄 田凱倩老師

50 特殊教育學系 S0912104 簡怡芳 洪雅惠老師

51 特殊教育學系 S0912108 魏琬芸 洪雅惠老師

52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001 高翊琇 林清文老師

53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009 廖思淇 林清文老師

54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031 陳亮 林清文老師

55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137 侯丞唐 林淑君老師

56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002 陳欣妤 陳尚綾老師

57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003 鄭旭雯 陳尚綾老師

58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012 黃尹姿 陳尚綾老師

59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040 鐘淨因 陳尚綾老師

60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911009 陳謙美 葉怡伶老師

61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911014 陳昱婷 葉怡伶老師

62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911022 楊佩蓉 葉怡伶老師

63 化學系 S0725026 何采恩 許銘華老師

64 生物學系 S0824009 莊詠婷 謝秋蘭老師

65 生物學系 S0824017 黃姿綾 謝秋蘭老師

66 生物學系 S0824019 蔡馨誼 謝秋蘭老師

67 生物學系 S0824050 陳瓏 謝秋蘭老師

68 物理學系 S0823035 曾于恩 鄭孟斐老師

69 數學系 S0822007 李冠締 李國瑋老師

70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S0733024 高卓伶 宋美妹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