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語言交換結果 （The paired up result of Language Exchange activity in 2019) 

請注意：各組語言伙伴的資料已各別寄至同學的信箱，請確認郵件並仔細閱讀。謝謝！  

For those whom have been fully success paired up, Language Center (LGC) offer you the contact and meeting time via 

email. Please check it. 

 

第 1 組 No.1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方雅莎 Kiar Vansa Febrianti GMPTP 英文 民雄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朱珈祈 Zhū jiā qí 特教 中文 民雄 

吳懿珊 Wú yì shān 外語 中文 民雄 

陳妙芝 Chén miào zhī 音樂 中文 民雄 

許雅雯 Xǔ yǎ wén 特教 中文 民雄 

翁瑋萱 Wēng wě ixuān 外語 中文 民雄 

第 2 組 No.2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陳業幸 Dedi Candra GMPTP 印尼文/英文 民雄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王弦鈴 Wáng xián líng 外語 中文 民雄 

黃薰平 Huáng xūn píng 外語 中文 民雄 

廖子淇 Liào zi qí 外語 中文 民雄 

沈喬筠 Shěn qiáo yún 歷史 中文 民雄 



 

第 3 組 No.3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Kāng Lì Wén GMPTP 英文 民雄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姜龢芸 Jiāng hé yún 數位 中文 民雄 

高沛歆 Gāo pèi xīn 數位 中文 民雄 

 

 

第 4 組 No.4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林辰欣 

Unik AW Moestadjab  
教育 印尼語/英文 民雄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黃筱娟 Huáng xiǎo juān 中文 中文 民雄 

李曉妍 Lǐ xiǎo yán 外語 中文 民雄 

 

 

 

第 5 組 No.5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馬芳彤 

Kristina Shintauli Simanjuntak 
GMPTP 印尼文 民雄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賴柏瑋 Lài bó wěi 藝術 中文 民雄 

蕭如芳 Xiāo rú fāng 音樂 中文 民雄 

 



第 6 組 No.6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小川實希 Ogawa Miki 動科 日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董宥瑩 Dǒng yòu yíng 微藥 中文 蘭潭 

 

第 7 組 No.7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岩田竜昇 IwataRyusho 動科 日文 蘭潭 

諸喜田真子 Mako Shokita 食科 日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陳良淳 Chén liáng chún 景觀 中文 蘭潭 

張湘翊 Zhāng xiāng yì 農管 中文 蘭潭 

 

第 8 組 No.8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遊佐北志 Haiji Yusa 食科 日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郭立矜 Guō lì jīn 食科 中文 蘭潭 

謝宛妤 Xiè wǎn yú 農藝 中文 蘭潭 

                                                                                                                                                                                                                                                                                                                                                                                                                                                                                                                                                                                                                              

第 9 組 No.9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畢雪樂 Michelle Bill 生化 英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許巧蓁 Xǔ qiǎo zhēn 微藥 中文 蘭潭 



 

第 10 組 No.10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柯葳妲 Wida Akasah GMPAS 印尼文/英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鄭子琪 Zhèng zi qí 生資 中文 蘭潭 

 

第 11 組 No.11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盧曼娣 Amalia Dyah Arumsari 生科 印尼文/英文 蘭潭 

尤可妮 Eunike Poenita 食科 印尼文/英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李宜樺 Lǐ yí huà 食科 中文 蘭潭 

 

第 12 組 No.12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李國銘 Steven gregory 資工 印尼文/英文 蘭潭/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黃海 Huáng hǎi 中文 中文 蘭潭 

 

第 13 組 No.13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May Bou an 生科 阿拉伯語/英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張樂妤 Zhāng lè yú 園藝 中文 蘭潭 

 



 

第 14 組 No.14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楊龍女 EVELINNIE  食科 印尼文 蘭潭 

黃明女 Vinny Audreylia 食科 印尼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林巧靜 Lín qiǎo jìng 應化 中文 蘭潭 

姚凱婷 Yáo kǎi tíng 生農 中文 蘭潭 

 

 

第 15 組 No.15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王彥斌 Stewart Ongko 食科 印尼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謝承志 Xiè chéng zhì 木設 中文 蘭潭 

 

 

第 16 組 No.16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Donlaporn Suwanthep MTM 泰語/英文 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許鳳耘 Xǔ fèng yún 生化 中文 新民 

李權恒 Lǐ quán héng 資管 中文 新民 

蔡心嵐 Cài xīn lán 輔諮 中文 新民 

 

 



第 17 組 No.17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吳昌城 Vinson Vanda MTM 印尼文/英文 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許凱雯 Xǔ kǎi wén 應經 中文 新民 

湯程皓 Tāng chéng hào 生管 中文 新民 

王怡珺 Wáng yí jùn 企管 中文 新民 

楊淯婷 Yáng yù tíng 應經 中文 新民 

 

 

第 18 組 No.18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Ainun An Coriza  MTM 印尼文/英文 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陳育慧 Chén yù huì 生管 中文 新民 

林弘晟 Lín hóng chéng 生管 中文 新民 

 

第 19 組 No.19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黎氏明玉 LE THI MINH NGOC 語言中心 越南語 新民 

陳芳江 Tran Phuong Giang 語言中心 越南語 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翁怡雯 Wēng yí wén 外語 中文 新民 

許皓鈞 Xǔ hào jūn 木設 中文 新民 

 

 



第 20 組 No.20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趙碧雲 MTM 印尼語/英文 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吳玉琳 Wú yù lín 企管 中文 新民 

張靖汶 Zhāng jìng wèn 企管 中文 新民 

 

 

 

第 21 組 No.21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趙碧雲 MTM 印尼語/英文 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龔珈萱 Gōng jiā xuān 財金 中文 新民 

黃韻瑾 Huáng yùn jǐn 財金 中文 新民 

 

 

 

第 22 組 No.22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莎娜 語言中心 英文 新民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白惠凱 Bái huì kǎi 行銷 中文 新民 

周哲源 Zhōu zhé yuán 財金 中文 新民 

 

 



 

第 23 組 No.23 
   

Name Department Language Location 

Ou Fen Fang 水生 印尼文/英文 蘭潭 

姓名 系所 可提供語言 地點 

湯于萱 Tāng yú xuān 應化 中文 蘭潭 

翁莉晴 Wēng lì qíng 水生 中文 蘭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