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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學期 類別 TA 姓名 就讀系所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96 2 討論課 (A) 利政洋 財金系 當代事務的全球觀點 詹長權 

96 2 討論課 (A) 吳奕綸 國發所 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 邱榮舉 

96 2 討論課 (A) 吳星瑩 中文系 中國園林文學與美學 曹淑娟 

96 2 討論課 (A) 吳澤玫 哲學系 道德推理 林火旺 

96 2 討論課 (A) 李佳欣 新聞所 傳播學 闕河嘉 

96 2 討論課 (A) 房慧真 中文系 當代文學與文化 梅家玲 

96 2 討論課 (A) 林若婷 職衛所 當代事務的全球觀點 詹長權 

96 2 討論課 (A) 洪秀娟 物理治療系 運動傷害概論 柴惠敏 

96 2 討論課 (A) 紀筑云 心理系一般組 普心甲下 梁庚辰 

96 2 討論課 (A) 張世達 心理系一般組 普心甲下 梁庚辰 

96 2 討論課 (A) 張詠嘉 農業推廣學系 傳播學 闕河嘉 

96 2 討論課 (A) 莊耀南 社工系 臨終的靈性關懷 李開敏 

96 2 討論課 (A) 彭黃銘 生態演化所 鯨豚保育生物學 周蓮香 

96 2 討論課 (A) 楊璐綺 外文系 文學作品讀法下 李紀舍 

96 2 討論課 (A) 賴佩暄 中文系 當代文學與文化 梅家玲 

96 2 討論課 (A) 賴怡君 法律系 人權與正義 蔡宗珍 

96 2 討論課 (A) 羅啟倫 中文系 中國園林文學與美學 曹淑娟 

96 2 實驗實習課 (B) 王子豪 經濟系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二 吳聰敏 

96 2 實驗實習課 (B) 王仁聰 化學系 有機化學乙下 方俊民 

96 2 實驗實習課 (B) 江佩鈺 生化科學所 生化實驗 余榮熾 

96 2 實驗實習課 (B) 吳侑靜 動物所 普生實驗甲下 李鳳鳴 

96 2 實驗實習課 (B) 李承恩 生態演化所 脊動實驗 于宏燦 

96 2 實驗實習課 (B) 李徵葳 生態演化所 普生實驗甲下 李鳳鳴 

96 2 實驗實習課 (B) 林曉薇 數學系 微積分乙下 陳宏 

96 2 實驗實習課 (B) 紀良臻 化學系 有機化學 周大新 

96 2 實驗實習課 (B) 高連庸 數學系 微積分甲下 張志中 

96 2 實驗實習課 (B) 張世白 生態演化所 植生實驗 謝旭亮 

96 2 實驗實習課 (B) 張清文 生化科學所 生化實驗 余榮熾 

96 2 實驗實習課 (B) 章舒婷 政治系 應用統計學二 江瑞祥 

96 2 實驗實習課 (B) 董憲文 數學系 微積分乙下 莊正良 

96 2 實驗實習課 (B) 賈儒珍 微生所生化組 生化實驗一 張世宗 

96 2 實驗實習課 (B) 劉芳儀 財金系 統計學一下 羅竹平 

96 2 實驗實習課 (B) 蔡政江 數學系 線性代數二 林紹雄 

96 2 一般性 (C) 丁心嵐 經濟系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二 林明仁 

96 2 一般性 (C) 余貞誼 社會系 社會學丁 林鶴玲 

96 2 一般性 (C) 吳家瑋 戲劇系 戲劇選讀 傅裕惠 

96 2 一般性 (C) 吳挺誌 歷史系 西歐文明:從 1400 年到近代 陳慧宏 

96 2 一般性 (C) 呂浩誠 化學系 分析化學丁 陳俊顯 
 

 



96 2 一般性 (C) 李苡嬋 資工系 音樂作品欣賞二 陳美鸞 

96 2 一般性 (C) 沈尚玉 外文系 單文學、單城市、單電影 張小虹 

96 2 一般性 (C) 許慈育 國發所 族群關係研究 何輝慶 

96 2 一般性 (C) 陳金盛 經濟系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二 陳南光 

96 2 一般性 (C) 曾馨霈 臺文所 臺灣文學選讀 張文薰 

96 2 一般性 (C) 黃成鶊 工科海洋系 工程及一般倫理 陳琪芳 

96 2 一般性 (C) 劉伊霖 生傳系 數位學習 岳修平 

96 2 一般性 (C) 鄭湘筠 資工系 音樂作品欣賞二 陳美鸞 

96 2 外文類 (D) 王瑋婷 日文系 日文一下 星野風紗子 

96 2 外文類 (D) 李在娟 藝術所 韓國語一 顏伶郡 

96 2 外文類 (D) 洪采筠 外文系 英文(附英聽 1)二 項亞倫 

96 2 外文類 (D) 張河嬪 經濟系  英文(含聽習)二 楊乃冬 

96 2 外文類 (D) 張瀚中 日文系 日文一下 洪淑娟 

96 2 外文類 (D) 程毓筑 日文系 日文下 彭誼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