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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學程   班級 導師 導師 mail 校內分機 

機電學院 

 電子工程系  

1 四技電子一甲 林啟新 t10028@cc.kyu.edu.tw 2003 

2 四技電子一乙 林啟新 t10028@cc.kyu.edu.tw 2003 

3 四技電子二甲 楊勝斐 tf0133@cc.kyu.edu.tw 2515 

4 四技電子二乙 王能文 t10005@cc.kyu.edu.tw 2019 

5 四技電子三甲 蔡欣倫 t10065@cc.kyu.edu.tw 2016 

6 四技電子三乙 黃耀宗 t10038@cc.kyu.edu.tw  2017 

7 四技電子三丙 梁建興 t10010@cc.kyu.edu.tw  2005 

8 四技電子四甲 黃意勛 t10063@cc.kyu.edu.tw 2012 

9 四技電子四乙 梁建興 t10010@cc.kyu.edu.tw 2005 

10 四技電子四丙 陳晧隆 t11033@cc.kyu.edu.tw 2011 

11 四技雙軌電子二甲 刁建成 t10025@cc.kyu.edu.tw  2005 

12 四技雙軌電子三甲 刁建成 t10025@cc.kyu.edu.tw  2005 

13 四技產學電子一甲(群創) 李孟達 t10011@cc.kyu.edu.tw 2018 

14 四技產學電子一乙(群創) 梁建興 t10010@cc.kyu.edu.tw  2005 

15 四技產學電子二甲(群創+日月光) 陳柏墉 t10004@cc.kyu.edu.tw 2008 

16 四技產學電子三甲 吳家慶 t10068@cc.kyu.edu.tw 2016 

17 四技產學電子三丙(群創) 黃耀宗 t10038@cc.kyu.edu.tw 2017 

18 四技產學電子三丁  陳晧隆 t11033@cc.kyu.edu.tw 2011 

19 四技產學電子四甲 蕭福照 tf0006@cc.kyu.edu.tw 2002 

20 四技產學電子四乙 蕭福照 tf0006@cc.kyu.edu.tw 2002 

21 四技產攜電子二甲(日月光) 才有益 t10055@cc.kyu.edu.tw 2014 

 電機工程系 

22 四技電機一甲 莊慧仁 T20006@cc.kyu.edu.tw 2057 

23 四技電機二甲 蔡文昌 T20045@cc.kyu.edu.tw 2058 

24 四技電機二乙 張榮芳 t20006@cc.kyu.edu.tw 2056 

25 四技電機三甲 沈逸君 T20033@cc.kyu,.edu.tw 2055 

26 四技電機三乙 康渼松 T20014@cc.kyu.edu.tw 2052 

27 四技電機四甲 王俊超 T20015@cc.kyu.edu.tw 2054 

28 四技電機四乙 劉又齊 T20050@cc.kyu.edu.tw 2065 

29 四技雙軌電機一甲 蔡文昌 T20045@cc.kyu.edu.tw 2058 

30 四技雙軌電機二甲 劉又齊 T20050@cc.kyu.edu.tw 2065 

31 四技雙軌電機(光陽)三甲 張榮芳 t20006@cc.kyu.edu.tw 2056 

32 四技雙軌電機(力大、川益)三乙 施博文 t20029@cc.kyu.edu.tw 2058 

33 四技雙軌電機(日立)三丙 莊慧仁 t20006@cc.kyu.edu.tw 2057 

34 四技雙軌電機(川湖)四甲 張榮芳 t20006@cc.kyu.edu.tw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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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四技雙軌電機(力大、東洋建昌)四乙 游燦瑩 t20037@cc.kyu.edu.tw 2009 

36 四技雙軌電機(光陽)四丙 張耀德 t20052@cc.kyu.edu.tw 2066 

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系所 

37 四技機自一甲 鄭淵明 t30096@cc.kyu.edu.tw  2106 

38 四技機自一丙 楊大明 t30071@cc.kyu.edu.tw  2105 

39 四技機自二甲 張智傑 t30092@cc.kyu.edu.tw  2106 

40 四技機自二丙 夏紹毅 t30114@cc.kyu.edu.tw  2103 

41 四技機自三甲 吳村木 t30012@cc.kyu.edu.tw  2104 

42 四技機自三乙 鍾新輝 t30079@cc.kyu.edu.tw  2105 

43 四技機自三丙 洪全成 t10064@cc.kyu.edu.tw  2015 

44 四技機自三丁 張智淵 t30044@cc.kyu.edu.tw  2108 

45 四技機自四甲 陳嘉偉 t30085@cc.kyu.edu.tw  2107 

46 四技機自四乙 陳聰信 t30030@cc.kyu.edu.tw  2107 

47 四技機自四丙 郭建勳 t30081@cc.kyu.edu.tw  2106 

48 四技雙軌機自一甲  林建全 t30080@cc.kyu.edu.tw  2105 

49 四技雙軌機自二甲  鐘鶴崋 t30001@cc.kyu.edu.tw  2103 

50 四技雙軌機自三甲 楊至誠 t30043@cc.kyu.edu.tw  2107 

51 四技雙軌機自四甲  夏紹毅 t30114@cc.kyu.edu.tw  2103 

52 四技產攜機自一甲 黃仁聰 t30042@cc.kyu.edu.tw  2108 

53 四技產攜機自二甲 楊至誠 t30043@cc.kyu.edu.tw  2107 

綠色能源科

技系 

54 四技綠能一甲 陳逸塵 t20034@cc.kyu.edu.tw 2212 

55 四技綠能二甲 白育綸 T50043@cc.kyu.edu.tw 2233 

56 四技綠能三甲 林岳輝 T50027@cc.kyu.edu.tw  2234 

57 四技綠能四甲 詹炤進 T50013@cc.kyu.edu.tw 2216 

58 四技產業綠能一甲 陳逸塵 t20034@cc.kyu.edu.tw 2212 

59 四技產業綠能二甲 白育綸 T50043@cc.kyu.edu.tw 2233 

 規劃與設

計學院 

土木系 

60 四技土木一甲 劉坤松 tf0143@cc.kyu.edu.tw  3001 

61 四技土木一乙 劉坤松 tf0143@cc.kyu.edu.tw  3001 

62 四技土木二甲 洪智勇 t40036@cc.kyu.edu.tw  2168 

63 四技土木二乙 賴進華 t40018@cc.kyu.edu.tw  2154 

64 四技土木三甲 陳靖文 tf0072@cc.kyu.edu.tw  2511 

65 四技土木三乙 顏榮甫 t40014@cc.kyu.edu.tw  2158 

66 四技土木四甲 吳崇正 t40003@cc.kyu.edu.tw  2152 

67 四技土木四乙 張東烱 t40006@cc.kyu.edu.tw  2159 

綠環境設計 68 四技環設一甲 巫淑如 tf1034@cc.kyu.edu.tw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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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 69 四技環設二甲 鍾美玲 tf1005@cc.kyu.edu.tw  2517 

70 四技環設三甲 呂意達 t40089@cc.kyu.edu.tw  2153 

71 四技環設四甲 呂意達 t40089@cc.kyu.edu.tw  2153 

 建築系 

72 四技建築一甲 蕭慶成 t60013@cc.kyu.edu.tw 2258 

73 四技建築一乙 楊嵐雅 t60021@cc.kyu.edu.tw 2263 

74 四技建築二甲 劉白梅 t60063@cc.kyu.edu.tw 2264 

75 四技建築二乙 賴宗吾 t60064@cc.kyu.edu.tw 2258 

76 四技建築三甲 李政勳 t60048@cc.kyu.edu.tw 2265 

77 四技建築三乙 陳柏宏 t60057@cc.kyu.edu.tw 2256 

78 四技建築四甲 顏杏砡 t60008@cc.kyu.edu.tw 2264 

79 四技建築四乙 林世超 t60059@cc.kyu.edu.tw 2255 

 文化創意設

計與數位整

合學士學位

學程 

80 四技文創一甲 黃士賓 t60055@cc.kyu.edu.tw 2254 

81 四技文創二甲 林熺俊 t60012@cc.kyu.edu.tw 2259 

82 四技文創三甲 郭寶元 tf0101@cc.kyu.edu.tw 2514 

83 四技文創四甲 王為 t60001@cc.kyu.edu.tw 2261 

 香妝與養生

保健學位學

程 

84 四技香妝學程一甲 吳進三 t50008@cc.kyu.edu.tw  
2235 

85 四技香妝學程二甲 楊森源 t50001@cc.kyu.edu.tw  
2211 

86 四技香妝學程三甲 王盛世 t50037@cc.kyu.edu.tw  
2240 

87 四技香妝學程四甲 李恩慈 t50003@cc.kyu.edu.tw  
2209 

 化妝品應用

系 

88 四技妝品一甲 吳進三 t50008@cc.kyu.edu.tw  
2235 

89 四技妝品二甲 楊森源 t50001@cc.kyu.edu.tw  
2211 

90 四技妝品三甲 張裕純 t50004@cc.kyu.edu.tw  
2214 

91 四技妝品四甲 李恩慈 t50003@cc.kyu.edu.tw  
2209 

 商管學院  

企管系 

92 四技企管一甲 陳俊言 T70138@cc.kyu.edu.tw  2305 

93 四技企管二甲 蘇中信 T70048@cc.kyu.edu.tw  2313 

94 四技企管三甲 莊永清 TF0110@cc.kyu.edu.tw  2514 

95 四技企管四甲 方麗雲 T70014@cc.kyu.edu.tw  2311 

銀髮族事業

管理學位學

程 

96 四技銀髮一甲 李義昭 T70010@cc.kyu.edu.tw  2300 

97 四技銀髮二甲 洪秀珍 TF0054@cc.kyu.edu.tw  2389 

98 四技銀髮三甲 李長群 T70054@cc.kyu.edu.tw  2306 

99 四技銀髮四甲 李長群 T70054@cc.kyu.edu.tw  2306 

行銷系 

100 四技行銷一甲 陳敏詩 t80151@cc.kyu.edu.tw 2313 

101 四技行銷二甲 尤濬哲 t70092@cc.kyu.edu.tw  2311 

102 四技行銷三甲 蔡靜宜 t80068@cc.kyu.edu.tw  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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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四技行銷三乙 邵長瑛 tf0031@cc.kyu.edu.tw  2512 

104 四技行銷四甲 謝金山 t80140@cc.kyu.edu.tw  2381 

105 四技行銷四乙 郭嘉珍 t80170@cc.kyu.edu.tw  2311 

國際商務系 106 四技商務四甲 洪秀珍 tf0054@cc.kyu.edu.tw 2389 

觀光事業系 

107 四技觀光一甲 呂錦玫 t80009@cc.kyu.edu.tw  2384 

108 四技觀光二甲 洪宗德 t80016@cc.kyu.edu.tw  2362 

109 四技觀光二乙 洪宗德 t80016@cc.kyu.edu.tw  2362 

110 四技觀光三甲 詹司如 t71007@cc.kyu.edu.tw  2387 

  111 四技觀光三乙 王蒂玲 t80001@cc.kyu.edu.tw  2385 

 商管學院  

112 四技觀光四甲 杜貞瑩 t80007@cc.kyu.edu.tw  2386 

113 四技觀光四乙 陳麗如 t80197@cc.kyu.edu.tw 2383 

應用外語系 

114 四技應外一甲(A) 林培智 t00243@cc.kyu.edu.tw 2456 

115 四技應外一甲(B) 林培智 t00243@cc.kyu.edu.tw 2456 

116 四技應外一乙 佐藤健 t00044@cc.kyu.edu.tw 2490 

117 四技應外二甲 黃千如 t00019@cc.kyu.edu.tw 2470 

118 四技應外二乙(A) 謝觀崢 t00012@cc.kyu.edu.tw 2463 

119 四技應外二乙(B) 岡本輝彥 t00293@cc.kyu.edu.tw 2490 

120 四技應外三甲 吳睿涵 t00246@cc.kyu.edu.tw 2457 

121 四技應外三乙(A) 陳采玉 t00100@cc.kyu.edu.tw 2490 

122 四技應外三乙(B) 稻垣孝雄 t00116@cc.kyu.edu.tw 2490 

123 四技應外四甲 王惠民 t00017@cc.kyu.edu.tw 2462 

124 四技應外四乙 王雯儀 t00114@cc.kyu.edu.tw 2490 

休閒運動管

理系 

125 四技休運一甲 羅元鴻 tf0061@cc.kyu.edu.tw 2323 

126 四技休運一乙 游正忠 tf0062@cc.kyu.edu.tw 2324 

127 四技休運二甲 高錦勝 tf0081@cc.kyu.edu.tw 2326 

128 四技休運二乙 邱于展 tf0063@cc.kyu.edu.tw 2325 

129 四技休運三甲 邱翼松 tf0034@cc.kyu.edu.tw 2321 

130 四技休運三乙 廖清海 tf0122@cc.kyu.edu.tw 1324 

131 四技休運四甲 黃宏春 tf0039@cc.kyu.edu.tw 2327 

  132 四技休運四乙 林志哲 tf0038@cc.kyu.edu.tw 2326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133 四技資管一甲 賈中和 t90071@cc.kyu.edu.tw  2412 

134 四技資管二甲 李錦雄 t11013@cc.kyu.edu.tw  2410 

135 四技資管三甲 陳立驤 tf0057@cc.kyu.edu.tw    

136 四技資管四甲 何春玲 t90106@cc.kyu.edu.tw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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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四技資管四乙 何春玲 t90106@cc.kyu.edu.tw  2410 

資訊傳播系 

138 四技資傳一甲 馮淑萍 T90072@cc.kyu.edu.tw  2614 

139 四技資傳一乙 馮淑萍 T90072@cc.kyu.edu.tw  2614 

140 四技資傳二甲 柯菁菁 T90013@cc.kyu.edu.tw  2611 

141 四技資傳二乙 柯菁菁 T90013@cc.kyu.edu.tw  2611 

142 四技資傳三甲 楊來芬 T90162@cc.kyu.edu.tw  2608 

143 四技資傳三乙 楊來芬 T90163@cc.kyu.edu.tw  2608 

144 四技資傳四甲 陳協志 T90105@cc.kyu.edu.tw  2612 

145 四技資傳四乙 簡文敏 TF0011@cc.kyu.edu.tw  1540 

146 四技產業資傳二甲 柯菁菁 T90013@cc.kyu.edu.tw  2611 

多媒體動畫

遊戲學位學

程 

147 四技多動一甲 林孟欣 T90327@cc.kyu.edu.tw  2600 

148 四技多動二甲 龔恆嬅 T90057@cc.kyu.edu.tw  2610 

149 四技多動三甲 郭正宜 TF0100@cc.kyu.edu.tw  2600 

150 四技多動四甲 陳秋宏 T90262@cc.kyu.edu.tw  2703 

資訊科技應

用系(所) 

151 四技資應一甲 張耀堂 T10066@cc.kyu.edu.tw  
607-7138 

152 四技資應二甲 許錦銘 T10048@cc.kyu.edu.tw  2713 

153 四技資應二乙 王春清 T90261@cc.kyu.edu.tw  2713 

154 四技資科三甲 謝明宗 T80013@cc.kyu.edu.tw  2384 

155 四技資科三乙 吳明德 T90078@cc.kyu.edu.tw  2532 

156 四技資科四甲 何姿瑩 TF0078@cc.kyu.edu.tw  2053 

157 四技雙軌資科三甲 蕭志清 T20051@cc.kyu.edu.tw  2066 

158 四技雙軌資科四甲 蕭志清 T20051@cc.kyu.edu.tw  2066 

行動多媒體

設計學位學

程 

159 四技行媒二甲 陳美貴 T90096@cc.kyu.edu.tw  2755 

160 四技行媒三甲 黃良榮 T00047@cc.kyu.edu.tw  2458 

161 四技行媒四甲 邱淵惠 TF0111@cc.kyu.edu.tw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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