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傑出教學助理獎 
NTU Excellent Teaching Assistants 

學年 學期 類別 TA 姓名 就讀系所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96 1 討論課 (A) 石凌霜 國發所 憲政體制與民主發展 何輝慶 

96 1 討論課 (A) 利政洋 財金系 當代事務的全球觀點 詹長權 

96 1 討論課 (A) 吳明玥 微生所微生組 醫家經典選讀 蔡璧名 

96 1 討論課 (A) 吳欣芳 歷史系 中共的政經社發展 吳秀玲 

96 1 討論課 (A) 李育欣 生態演化所 生態與人類社會 林雨德 

96 1 討論課 (A) 李敏銣 政治系 民意調查 洪永泰 

96 1 討論課 (A) 官淑蕙 生態演化所 生態與人類社會 林雨德 

96 1 討論課 (A) 林育萱 動物所 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 羅竹芳 

96 1 討論課 (A) 林若婷 職衛所 當代事務的全球觀點 詹長權 

96 1 討論課 (A) 林楓玨 歷史系 西方文明史 劉慧 

96 1 討論課 (A) 林豐芊 國發所 醫家經典選讀 蔡璧名 

96 1 討論課 (A) 金柏全 歷史系 東亞文明：傳統與現代 黃俊傑 

96 1 討論課 (A) 徐銘謙 國發所 海洋政策通論 周繼祥 

96 1 討論課 (A) 張世達 心理系一般組 普通心理學甲上 梁庚辰 

96 1 討論課 (A) 張毅瑄 歷史系 西方文明史 劉慧 

96 1 討論課 (A) 黃旨彥 歷史系 法國社會文化史 秦曼儀 

96 1 討論課 (A) 楊韶維 國發所 中共的政經社發展 吳秀玲 

96 1 討論課 (A) 劉育信 歷史系 法國社會文化史 秦曼儀 

96 1 討論課 (A) 劉姿蘭 心理系一般組 普通心理學甲上 梁庚辰 

96 1 討論課 (A) 劉雅文 醫管所 疾病，病痛與社會 何明蓉 

96 1 討論課 (A) 賴美祁 醫管所 疾病，病痛與社會 何明蓉 

96 1 實驗實習課 (B) 吳采諭 生態演化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乙 陳俊宏 

96 1 實驗實習課 (B) 李承恩 生態演化所 生物統計學 林曜松 

96 1 實驗實習課 (B) 李俊欽 化學系 普通化學丙 劉緒宗 

96 1 實驗實習課 (B) 周韶霈 生態演化所 普通動物學實驗 閔明源 

96 1 實驗實習課 (B) 林季延 化學系 有機化學乙上 汪根欉 

96 1 實驗實習課 (B) 林曉薇 數學系 微積分乙上 陳宏 

96 1 實驗實習課 (B) 洪明欣 漁科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乙 陶錫珍 

96 1 實驗實習課 (B) 范素瑋 生態演化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乙 陳俊宏 

96 1 實驗實習課 (B) 章舒婷 政治系 應用統計學一 江瑞祥 

96 1 實驗實習課 (B) 賈儒珍 微生所生化組 生物化學實驗 張世宗 

96 1 實驗實習課 (B) 廖悅雯 數學系 微積分甲上 朱樺 

96 1 實驗實習課 (B) 蔡佳芸 微生所 生物化學實驗 張世宗 

96 1 實驗實習課 (B) 蔡政江 數學系 線性代數一 林紹雄 

96 1 實驗實習課 (B) 鄧文蕙 政治系 應用統計學一 江瑞祥 

96 1 實驗實習課 (B) 盧則豫 化學系 普通化學實驗 林金全 

96 1 一般性 (C) 丁心嵐 經濟系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一(05) 林明仁 

96 1 一般性 (C) 王子豪 經濟系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一(02) 駱明慶 
 

 



96 1 一般性 (C) 吳育騏 動物所 生命的探索 齊肖琪 

96 1 一般性 (C) 吳筱筑 社會系 俠義文學 徐富昌 

96 1 一般性 (C) 莊惟迪 化學系 普通化學甲上 佘瑞琳 

96 1 一般性 (C) 郭晉吾 哲學系 道德思考與判斷 孫效智 

96 1 一般性 (C) 陳金盛 經濟系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一(01) 張清溪 

96 1 一般性 (C) 陳貞吟 地質系地質組 生物的演化與絕滅 魏國彥 

96 1 一般性 (C) 曾 昱 植微所 分子生物與細胞學 沈湯龍 

96 1 一般性 (C) 葉恩慈 臺文所 近代基督教思想與文化 林鴻信 

96 1 外文類 (D) 王瑋婷 日文系 日文一上 星野風紗子 

96 1 外文類 (D) 朱紹萱 日文系 日文一上 林芬蓉 

96 1 外文類 (D) 林育如 日文系 日文一上 洪淑娟 

96 1 外文類 (D) 邱媺婷 日文系 日文二上 李欣倫 

96 1 外文類 (D) 程毓筑 日文系 日文上 彭誼芝 

96 1 外文類 (D) 蔡博薰 日文系 日文二上 洪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