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學年度第2學期得免參加教學助理期初研習名單 

編號 
TA 

系級 
TA 

姓名 
TA 

種類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授課 
教師 

1 外語系 蔡承典 外語類 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一)(C2 人院) 蔡雅琴 

2 農藝所 何珮綺 外語類 大二英文：英文溝通訓練 (三)(B1 生科院) 
Mark 

Berglund 

3 園藝所 林玉華 外語類 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一)(C1 生科院) 吳靜芬 

4 外語系 陳雅瑜 外語類 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一)(B3 理院) 蔡雅琴 

5 農藝所 林書增 外語類 大二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三)(B3 理工院) 江玫嬛 

6 林產所 洪維慈 外語類 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一)(C2 理院） 郭珮蓉 

7 農藝所 紀筱涵 外語類 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一)(C5 理院) 楊慈品 

8 林產所 鍾燁毅 外語類 大二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三)(A1 理院) 李爍鈺 

9 外語系 余姵妤 外語類 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一)(B1 教院） 張芳琪 

10 農藝所 劉宏澤 外語類 大二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三)(C1 管院) 楊慈品 

11 水生所 涂秋煌 外語類 大一英文：英文溝通訓練(一)(C2 生科院) 江玫嬛 

12 食品系 張欽洲 討論類 分析化學 食科系大二 陳志誠 

13 應數所 劉懿方 討論類 微積分(I) 土木工程組 陳榮治 

14 電物所 林力上 討論類 普通物理學食科系大一 洪敏勝 

15 應數所 林政瑋 討論類 微積分(I) 資工一甲 彭振昌 

16 史地所 謝惠茹 討諭類 人權與法律(大一蘭潭校區) 陳佳慧 

17 食品系 李佳珍 討論類 分析化學實驗 生化系大二 陳志誠 

18 應數所 買玉婷 討論類 微積分(I) 園藝一甲 尤憲堂 

19 應數所 鄭智騰 討論類 徵積分(I) 生化一甲 陳昇國 

20 應數所 紀慶濠 討論類 微積分(I) 應數一甲 陳昇國 

21 應數所 楊喻評 討論類 微積分(I)土木水利組 陳榮治 

22 應數所 黃千書 討論類 微積分(I) 電機一甲 陳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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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食品系 何宇軒 討論類 分析化學 生資系大二 陳志誠 

24 應數所 林義涵 討論類 微積分 (I)微免一甲 尤憲堂 

25 應數所 張茵淑 討論類 微積分 (I)水生一甲 尤憲堂 

26 農藝所 吳思慧 討論類 全球農業發展（大二蘭潭校區） 黃文理 

27 應數所 高偉庭 討論類 微積分(I) 資訊管理系 潘宏裕 

28 生化所 林志長 實驗類 獸醫二甲 生物化學實驗 張心怡 

29 電物所 徐煥堯 實驗類 普通物理實驗(1)生物電機大一 鄭秋平 

30 應化系 王梓厚 實驗類 普通化學實驗(獸醫一甲) 王禹文 

31 應化系 劉行瑾 實驗類 普通化學實驗(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大一) 鄭建中 

32 生化所 黃靖雯 實驗類 水生二甲 生物化學實驗( I ) 翁秉霖 

33 應化博 黃浩綸 實驗類 普通化學實驗（I）(電物大一) 古國隆 

34 應化系 楊立丞 實驗類 普通化學實驗(動物科學系大一) 張惠萍 

35 電物所 張育禎 實驗類 普通物理學實驗(I)食品系大一 許芳文 

36 應化系 翁建軒 實驗類 普化實驗(微免系一甲) 莊宗原 

37 微藥所 陳衍綸 實驗類 生物學實驗(微藥大一) 莊晶晶 

38 應化系 潘建信 實驗類 有機化學實驗(應化大二) 陳清玉 

39 生化所 鍾永專 實驗類 生農二甲 生物化學實驗 陳政男 

40 應化系 張雅惠 實驗類 普通化學實驗(食科大一) 連經憶 

41 應化系 戴詩穎 實驗類 分析實驗(應化大二) 陳明娟 

42 生化所 李岳紘 實驗類 動科二甲 生物化學實習 陳政男 

43 生化所 翁紹娙 實驗類 微免二甲 生物化學實驗( I ) 林芸薇 

44 電物所 陳從銘 實驗類 普通物理實驗(I)生資系大一 洪一弘 

45 電物所 羅立奇 實驗類 普通物理實驗(I)應化大一 吳永吉 

46 電物所 張欽智 實驗類 普通物理實驗(I)應數大一 吳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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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生化所 張文學 實驗類 生資二甲 生物化學實驗( I ) 翁秉霖 

48 應化系 涂妘蓨 實驗類 普通化學實驗(園藝大一) 鄭博中 

49 微藥所 黃淑慧 實驗類 生物學實驗(微藥大一) 翁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