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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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2 討論課 (A) 方瑋晨 法律系 人權與正義 蔡宗珍 

99 2 討論課 (A) 安勤之 社會系 社會學丁 范 雲 

99 2 討論課 (A) 江坤祐 歷史系 近代基督教思想與文化 林鴻信 

99 2 討論課 (A) 周航儀 科法所 當代事務的全球觀點 詹長權 

99 2 討論課 (A) 林子皓 生態演化所 鯨豚保育生物學 周蓮香 

99 2 討論課 (A) 林育賢 昆蟲系 生物時鐘與睡眠醫學概論 李後晶 

99 2 討論課 (A) 施昱丞 歷史系 法國社會文化史二 秦曼儀 

99 2 討論課 (A) 張孝慧 國發所 猶太文化 曾宗盛 

99 2 討論課 (A) 張鈺敏 哲學系 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代 黃俊傑 

99 2 討論課 (A) 曹書綺 昆蟲系 生物時鐘與睡眠醫學概論 李後晶 

99 2 討論課 (A) 許萃華 法律系 人權與正義 蔡宗珍 

99 2 討論課 (A) 陳建守 歷史系 法國社會文化史二 秦曼儀 

99 2 討論課 (A) 黃薏文 哲學系 佛學概論 蔡耀明 

99 2 討論課 (A) 葉常泓 中文所 明清變革與人文傳統 高嘉謙 

99 2 討論課 (A) 詹景雯 歷史系 思想與近代世界的形成二 王遠義 

99 2 實驗課 (B1) 朱于飛 動物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丙 李鳳鳴 

99 2 實驗課 (B1) 吳怡慧 生態演化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丙 李鳳鳴 

99 2 實驗課 (B1) 曾妤馨 生態演化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乙下 李鳳鳴 

99 2 實驗課 (B1) 黃怡誠 漁科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甲下 李鳳鳴 

99 2 實驗課 (B1) 黃雅倫 生態演化所 普通生物學實驗乙下 李鳳鳴 

99 2 實驗課 (B1) 楊己任 生化科技學系 生物化學實驗 黃楓婷 

99 2 實習課 (B2) 王悅 流預所 應用統計學二 王宏文 

99 2 實習課 (B2) 呂振福 農經系 統計學下 陳郁蕙 

99 2 實習課 (B2) 郭政柏 化學系化學組 有機化學乙下 劉緒宗 

99 2 實習課 (B2) 陳亭蓉 藝術所 藝術與創作 謝宏達 

99 2 實習課 (B2) 黃秋蓮 生傳系 統計學下 陳玉華 

99 2 實習課 (B2) 楊智鈞 心理系一般組 心理及教育統計學下 姚開屏 

99 2 實習課 (B2) 楊策仲 數學系 微積分甲下 朱樺 

99 2 實習課 (B2) 劉韋杰 國企系 統計學一下 陳靜怡 

99 2 實習課 (B2) 蔡維倫 數學系 微積分甲下 周謀鴻 

99 2 實習課 (B2) 羅立 地質系 生物的演化與絕滅 魏國彥 

99 2 一般性 (C) 吳澤玫 哲學系 自由主義 林火旺 

99 2 一般性 (C) 李瑞清 國發所 大陸現況與兩岸關係 宋紀均 

99 2 一般性 (C) 李靜如 化學系化生組 普通化學乙下 李弘文 

99 2 一般性 (C) 林怡岑 生化科技學系 細胞、分子與人類 莊榮輝 

99 2 一般性 (C) 林家伶 國發所 大陸現況與兩岸關係 宋紀均 

99 2 一般性 (C) 林嘉瑩 外文系 視覺文化導論 張小虹 

99 2 一般性 (C) 張志惠 歷史系 歷史的轉捩點 古偉瀛 
 

 



99 2 一般性 (C) 許慈育 國發所 我國憲法與憲政發展 何輝慶 

99 2 一般性 (C) 楊書瑋 國發所 台灣政治史研究 何輝慶 

99 2 一般性 (C) 楊惠真 國發所 大陸政經社會發展與兩岸關係 吳秀玲 

99 2 一般性 (C) 賈儒珍 生化科技學系 生物化學下 張世宗 

99 2 一般性 (C) 潘志群 歷史系 歷史的轉捩點 古偉瀛 

99 2 一般性 (C) 謝茵涵 經濟系 個體經濟學二 古慧雯 

99 2 外文類 (D) 王宇廷 森林環資系 法文一下 陳素麗 

99 2 外文類 (D) 李思萱 日文系 日文一下 洪淑娟 

99 2 外文類 (D) 林玥彤 語言所 英文二 雷碧琦 

99 2 外文類 (D) 高思傑 法律系 德文一下 何任遠 

99 2 外文類 (D) 梁維烝 電機系 西班牙文一下 龍本善 

99 2 外文類 (D) 陳芷婷 日文系 日文一下 池田晶子 

99 2 外文類 (D) 黃小芫 經濟系 英文(含聽講實習)二 史嘉琳 

99 2 外文類 (D) 詹柏勻 外文系 英文(附一小時英聽)二 傅友祥 

99 2 外文類 (D) 廖春宇 日文系 日文一下 李欣倫 

99 2 外文類 (D) 趙詠純 日文系 日文二下 林姿妙 

99 2 外文類 (D) 蔡佳恬 外文系 英文(含聽講實習)二 胥嘉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