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屬系所 輔導班級 導師姓名 研究室 分機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1甲 留仁義 F411 54612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1乙 車守彬 F206-5 54614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2甲 陳秀琴 F404-2 54067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2乙 蔡仁卓 F312 54619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3甲 顏良年 F206-3 54615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3乙 張建財 F412 54608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4甲 陳志榮 F404-2 54609

營建科技系 營科四系4乙 李淳禾 F206-6 54615

營建科技系 碩士班 營科所碩1 留仁義 F411 54612

營建科技系 碩士班 營科所碩2 沈國瑞 F205 54001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1甲 李中光 E404-4 55718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1乙 李中光 E404-4 55718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2甲 俞宗欽 E402-5 55708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2乙 俞宗欽 E402-5 55708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3甲 梁村燈 E401-2 55704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3乙 劉新校 E403-3 55712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4甲 張美玲 E403-1 55710

環境工程系 環工四系4乙 林紘原 E404-5 55719

環境工程系 碩士班 環工所碩1 柴浣蘭 E301 55001

環境工程系 碩士班 環工所碩2 柴浣蘭 E301 55001

資訊工程系 資工四系1甲 涂昆源 T307-2 72611

資訊工程系 資工四系1乙 陳如燕 T302-3 72603

資訊工程系 資工四系2甲 江義淵 T307-6 72615

資訊工程系 資工四系2乙 張文峰 T307-5 72614

資訊工程系 資工四系3甲 蔣國政 T302-4 72604

資訊工程系 資工四系3乙 李文龍 T302-1 72601

資訊工程系 資工四系4甲 何應魁 T302-6 72606

電資研究所 碩士班 電資所碩1 李勝楠 T305-1 72001

電資研究所 碩士班 電資所碩2 江義淵 T307-6 72615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1甲 王善源 D401-1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1乙 徐丁盛 D401-3 4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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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1丁 葉富鈞 D401-12 46021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2甲 蔡元謙 Y302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2乙 周鑑恆 73002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2丙 楊勝俊 D401-10 46022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2丁 張興華 D401-2 46019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3甲 蘇智群 D401-8 46009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3乙 蔡友惠 C203-10 47011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3丙 許立根 D402 74001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4甲 王善源 D401-1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四系4乙 楊豫台 D401-3 46012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1甲 張新瑞 G305-3 61637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1乙 陳德啟 G304-1 61631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2甲 洪慈穗 G404-4 61644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2乙 戴遠東 G304-3 61633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3甲 劉正禮 G404-3 61643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3乙 郭順奇 G404-2 61642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4甲 盧永毅 G305-2 61636

工業管理系 工管四系4乙 郭順奇 G404-2 61642

車輛工程系 車輛四系1甲 胡雅慧 T704 7500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四系1甲 古楨彥 L502-3 6261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四系2甲 柯淑姮   L503-2 6262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四系2乙 歐陽耀中   L501-3 6261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四系3甲 余則威 L501-5 6261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四系3乙 周孟熹 L203-8 6260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四系4甲 程大洋   L203-4 6260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四系4乙 甘崇瑋   L503-3 62622

企業管理系 企管四系1甲 洪維廷 802-4 J802-4

企業管理系 企管四系1乙 張瓊嬌 L501 84605 

企業管理系 企管四系2甲 吳明陵 J602-1 63660

企業管理系 企管四系3甲 汪慧瑜 J703-4 63668 

企業管理系 企管四系4甲 孫衙聰 J801-5 6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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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經管所碩1
 孫衙聰 J801-5 63674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經管所碩2 周勝武 J404-1 63681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1甲 沈清正 S302-4 66601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1乙 魏憲中 S302-9 66606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2甲 吳素雲 S302-25 66622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2乙 陳柏廷 S302-24 66621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3甲 蔡秦興 S302-14 66611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3乙 魏憲中 S302-9 66606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4甲 陳美純 S302-7 66604

資訊管理系 資管四系4乙 王永成 S302-18 66615

資訊管理系 碩士班 資管所碩1甲 沈清正 S302-4 66601

資訊管理系 碩士班 資管所碩2甲 王金印 S302-8 66605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1甲 湯德瑋 V607-8 83668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1乙 賴瑞琅 V808-3 83613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1丙 王成財 V808-4 83614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1丁 俞秀美 J803-1 64682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2甲 蔡若珍 V508-1 83669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2乙 尹湘蕾 V806-5 83619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2丙 葉宛婷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2丁 曾淑惠 V809-1 83681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3甲 傅佑璋 V607-3 83663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3乙 鄭秀琴 V807-1 83610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3丙 蔡宗君 L502-4 62610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3丁 楊碧霞 I301 46029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4甲 楊其曄 V607-7 83667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4乙 柯志豐 V808-2 83003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4丙 蔡孟桓 V809-2 83682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四系4丁 陳柏齡 I305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觀休國際專班3甲 盧瑞香 V806-1 83617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1甲 文博均 V607-2 86665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1乙 段志和 I301 4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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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1丙 陳明裡 V703-1 84612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1丁 初碧華 C203-5 47006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1戊 楊琪鈞 V201 84616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2甲 楊光絢 V408-3 84609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2乙 戴逸帆 V201 84615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2丙 龐仁傑 L502-5 84607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2丁 陳素華 D401 46006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2戊 王郁琪 L501-2 84603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2己 胡秀華 V201 84616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3甲 吳致美 V201 84617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3乙 林進源 V607-5 84008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3丙 陳國維 V408 84608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3丁 張植榕 L502-4 84601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3戊 陳純婉 V305 86604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3己 李正嘉 V201 84619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4甲 黃麗華 V201 84618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4乙 陳明裡 V703-1 84612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4丙 張瓊嬌 L503-5 84605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4丁 程建霖 V401-4 84611

餐飲管理系 餐飲四系4戊 初碧華 C203-5 47006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1甲 趙建平 J803-4 64685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1乙 陳劍鋒 J803-5 64686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2甲 孫建平 807-2
83700

83606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2乙 何欣芸 C203-8 47009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3甲 蔡亞芝 V308 86602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3乙 蔡亞芝 V308 86602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4甲 聶方珮 V807-5 83609

旅館管理系 旅館四系4乙 聶方珮 V807-5 83609

旅館管理系 旅館國際專班2甲 吳錫惠 L501-4 84606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1甲 徐郁茹 L203-6 62605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1乙 陳妤茜 T605-2 7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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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1丙 鄧美娟 S202-4 66623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1丁 吳佩君 S205-2 46023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1戊 魏慶芳 S205-1 46024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2甲 李家蓁 T605-1 73601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2乙 潘慧玲 V508-1 88305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2丙 陳佩君 V807-4 83608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2丁 羅婉菱 S202-1 66626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2戊 傅嘉蕾 L503-1 62620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2己 徐誌男 J402-1 64641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3甲 張嘉惠 T605-4 73604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3乙 遲琤起 S302-12 66609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3丙 許鼎居 E402-6 55709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3丁 彭學信 V508-3 88306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4甲 徐郁茹 L203-6 62605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4乙 陳妤茜 T605-2 73602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4丙 魏慶芳 S205-1 46024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服四系4丁 吳佩君 S205-2 46023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1甲 林昱廷 i520 81613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1乙 洪睿杰 i522 81611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2甲 隋馥年 I514 81604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2乙 唐祥程 I509 81609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3甲 洪志傑 I516 81603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3乙 徐成坤 I513 81608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4甲 陳明瑜 I507 81607

商業設計系 商設四系4乙 盧建光 I508 8160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1甲 邱文慧 A302-1 82635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1乙 王蘭芝 A305-3 82637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2甲 陳啟武 A301-2 82633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2乙 黃文招 A305-1 82636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2丙 朱娟宜 A205-2 8234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3甲 劉明憲 D401-5 4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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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3乙 蔡燕鈴 A301-1 82632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3丙 顏國華 H906-2 51888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4甲 李佳晉 A202-2 8262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妝品四系4乙 林佩珊 A301-1 8263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碩士班 妝品所碩1 吳啟銘 A301-2 8263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碩士班 妝品所碩2 顏國華 H906-2 51888

商品設計系 商品四系3甲 黃介銘 i708-7 88167

商品設計系 商品四系4甲 黃文珍 i708-3 88163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四系1甲 劉一勳 H302 88264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四系1乙 李敏惠 H504-5 88261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四系1丙 陳育睿 H301 51621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四系2甲 林禎唯 H504-5 88261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四系2乙 許秋玫 I301 46031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四系3甲 范姜慧珍 H501 51634

美髮造型設計系 美髮四系4甲 范姜慧珍 H501 51634

數位多媒體系 數媒四系2甲 楊忠煌 C403-1 71561

數位多媒體系 數媒四系3甲 簡淑慧 D401-7 46017

數位多媒體系 數媒四系4甲 薛光博 C401-1 7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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