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家族 110.10.13 

導師 陳和全 

家族長 劉旻榛、林禹萱 

學生 大五生：楊蕙瑄 

四年級 A班：黃禹瑄、陳惠宇、鍾佳沛 

四年級 B班：蕭至翔 

三年級 A班：李虹誼 

三年級 B班：劉漢喆、蘇力麟 

二年級 A班：黃偉城、林禹萱 

二年級 B班：邱宥樵、蔡奇璋、劉旻榛 

一年級 A班：盧思語、李柔嫻、賴明緯、劉奕君 

一年級 B班：黃柏憲、林建宇、施品伃 

  

第二家族 

導師 王瑜琳 

家族長 王若均 李銘哲 

學生 大五生：李承璽  

四年級 A班：胡詠荃、黃柏融、葉軒秀 

四年級 B班：林汶生、王乙妃 

三年級 A班：林裕程 

三年級 B班：鄭佐民、王湘婷 

二年級 A班：甘育霖、王若均 

二年級 B班：李銘哲 

一年級 A班：薛嘉雯、吳翊慈、林以偲 

一年級 B班：詹宜宸、許晉嘉、紀媄馨 

  

第三家族 

導師 孫佳宏 

家族長 林俊霆 江明軒 

學生 四年級 A班：劉軒宇、梁軒語 

四年級 B班：盧品璇、詹沂瑾 

三年級 A班：張國禎、林嫦娥、陳禹丞 

三年級 B班：侯俊佑、王爰君 

二年級 A班：柴映慈、黃馨慧 

二年級 B班：江明軒、林峻霆 

一年級 A班：林庭宇 

一年級 B班：陳家蓁、簡雨彤、劉恆佑 

  

第四家族 

導師 郭芳彰 

家族長 陳若恩 

學生 四年級 A班：曾韋嘉、周宜緣 

四年級 B班：王映雯 

三年級 A班：盧禹皓、李怡琳、王潣楦 

三年級 B班：鄭煥達、陳宇安、許茹婷 

二年級 A班：許毓真 

二年級 B班：鄭光宇、陳若恩 

一年級 A班：許致瑋、洪瑛嬬、蔣淑卉 

一年級 B班：尉庭愷、陳京郁、鄭郁儒 

  

 

 



 

第五家族 

導師 許毓珊 

家族長 吳家健 王晨期 

學生 大五生：杜孟翰、郭俊奎 

四年級 A班：李怡靜、鄭聖一、魏浚益 

四年級 B班：邱宇瑈、施又慈 

三年級 A班：呂庭碩、吳亞倢 

三年級 B班：李祺暢、吳雅儒 

二年級 A班：吳嘉健、張凱和、楊芸蓁 

二年級 B班：王晨期、翁筠琪、傅意萍 

一年級 A班：嚴睿琳、陳冠瑋、呂欣蓓 

一年級 B班：周睿茂、李昀蒨、楊鈞羽 

  

第六家族 

導師 黃柏農 

家族長 薛妙峰 

學生 四年級 A班：郭哲瑋、何欣縈 

四年級 B班：黃郁婷、李冠霖、黃品蓁 

三年級 A班：蔡昆良、許明哲 

三年級 B班：鄭睿中、林佳諺 

二年級 B班：于鎧嘉、薛妙峰、許璦子 

一年級 A班：詹閔喆 

一年級 B班：劉楚筠、曹家瀚、吳宇倫 

  

第七家族 

導師 李偉銘 

家族長 林偉宸 郭秉叡 張樂安 

學生 大五生：陳文俊 

四年級 A班：鄭智永、陳虹云、翁韵涵 

四年級 B班：吳翔詠、林新祐 

三年級 A班：沈子洧、李佳臻 

三年級 B班：彭書暐、吳翊詳、潘榮德 

二年級 A班：林偉宸、段崇文、張樂安 

二年級 B班：郭秉叡、陳雨彤、黃渝云 

一年級 A班：魏宇婕、鄧益安、吳悅瑄 

一年級 B班：李承修、陳芝榆 

  

第八家族 

導師導師 (許毓珊老師代理) 

家族長 金辰翰、吳宇宸 

學生 大五生：江昱德、郭鈺樺 

四年級 A班：張淇雯、林庭安、吳敏碩 

四年級 B班：鄭元睿、張翊筠 

三年級 A班：曾啟軒、游麗君 

二年級 A班：陳柏倫、金辰翰 

二年級 B班：吳宇宸、陳佳村、張珮詩 

一年級 A班：劉心兒、王家翔 

一年級 B班：王立全、劉芯彤、許瀞予 

  

 

 

 



 

 

 

第九家族 

導師 (李偉銘老師代理) 

家族長 楊淯婷 

學生 四年級 A班：謝佳穎、薛湘瑢 

四年級 B班：林玉智、黃珮瑜 

三年級 A班：李俊賢、蔡雅媗 

三年級 B班：劉承浩、余姿瑩、周弘才 

二年級 A班：李澤林 

二年級 B班：陳威廷、陳禹諠、楊淯婷 

一年級 A班：蔡明臻、李政葳 

一年級 B班：徐義翔、吳翊瑄、郭子堯 

 

第十家族 

導師 蔡明宏 

家族長 陳郁臻 陳沛綸 楊彥緯 

學生 大五生： 陳繹竣 

四年級 A班：鄭娜莎、游棫棨 

四年級 B班：洪頤恬、劉棠宣、莊宜倫 

三年級 A班：林瑋涵、張祐誠、鄭元愷 

三年級 B班：陳禹成、潘昕妤 

二年級 A班：陳沛綸、楊彥葦、謝佩甄 

二年級 B班：李益中 

一年級 A班：黃安榕、陳奕伶、王浩東、徐詩涵 

一年級 B班： 李思樂 

  

第十一家族 

導師 曾富民 

家族長 黃品翰 林芳逸 

學生 四年級 A班：簡子欣 

四年級 B班：張宇哲、黃郁雯、孫熒旋 

三年級 A班：凃昱碩、鄭向妤、黃嘉晨 

三年級 B班：朱昱璇、張靜揚 

二年級 A班：康育銘、林芳逸 

二年級 B班：黃品翰、劉彥堃、周姿妤 

一年級 A班：陳昱璁、林珊如 

一年級 B班：劉盈姍、林普光、丁榆姍 

  

第十二家族 

導師 陳偉智 

家族長 陳佳愉 徐崇恩 

學生 四年級 B班：江彥亨、鍾妤昀、林嵩傑 

三年級 A班：湯子龍、黃郁雯、胡辰蔚、徐于婷 

三年級 B班：張哲瑋 

二年級 A班：徐崇恩、吳佩諺 

二年級 B班：汪立翔、李頤賢、陳佳愉、王泳麒 

一年級 A班：黃皓笙、董芳竹、張芫毓 

一年級 B班：李玠志、袁玉珍、張尹瑄 

  

 

 



 

 

 

第十三家族 

導師 翁世芳 

家族長 張瀚升 何大貳 

學生 四年級 A班：林凡瑩、柳佳妤、賴定揚 

四年級 B班：蘇慧淨、顏嘉瑩 

三年級 A班：吳以勒、賴威宇、楊嘉宜 

三年級 B班：陳文軒、黃靖芸、陳玉紜 

二年級 A班：黃冠哲、張瀚升、蘇沛心 

二年級 B班：何大貳、屠亞宣、鄭依旻 

一年級 A班：單昱璋、蘇怡嘉 

一年級 B班：高子婷 

  

第十四家族 

導師 賴宗志 

家族長 賴信升 

學生 四年級 A班：賴郁茹、連朔亨 

四年級 B班：曾資惟、施妤臻、陳欣慧 

三年級 A班：葉智遠、林祐任、李楚喬 

三年級 B班：詹立邦、張芳瑜、謝維展、蘇湲淇 

二年級 A班：賴信升、邱羽凡 

一年級 A班：張淯翔、王廷瑜、羅易其 

一年級 B班：林芷妍、吳瑞雅 

  

第十五家族 

導師 歐陽溥蔓(11001學期許毓珊老師代理) 

家族長 魏宗緯 張竹茵 

學生 四年級 A班：束良鴻、楊予禛 

四年級 B班：徐綺蔓、高詠柔 

三年級 A班：傅莘婷、張雅琴 

三年級 B班：劉子睿、葉玟儀、朱世杰 

二年級 A班：周廷勳、張竹茵、陳羽柔、陳珮凰 

二年級 B班：魏宗緯、李銘慈 

一年級 A班：陳韻伃、呂政緯 

一年級 B班：林佩晴、鄭雅文、吳尚謙 

  

第十六家族 

導師 劉文獻 

家族長 董宗翰 潘思妤 

學生 大五生：施姵妤 

四年級 A班：黃俊銘、卓子琪、羅維華 

四年級 B班：郭宸銘 

三年級 A班：沈霆、陳彥羽、彭柏瑄 

三年級 B班：蔡孟勳、陳奕彤 

二年級 A班：董宗翰、李曉惠 

二年級 B班：黃威恆、郭品儀、潘思妤 

一年級 A班：鄭兆恩、楊睿紘、黃郁臻 

一年級 B班：梁婉嘉、廖勁其 

  

 

 



第十七家族 

導師 陳芳岳(11001學期由劉文獻老師代理) 

家族長 楊宗翰 陳姿安 

學生 大五生：吳乙嫻 

四年級 A班：何宜真 

四年級 B班：黃仕鴻、蕭云宣 

三年級 A班：史子為、邱賢瑋、張任妤 

三年級 B班：林怡 

二年級 A班：林冠甫、洪芷芸、古丞妡 

二年級 B班：邱冠勳、陳姿安、張人尹、楊宗翰 

一年級 A班：黃綵齡、簡振宇 

一年級 B班：李弈嫺、張云榛 

 

 

第十八家族 

導師 唐孟祺 

家族長 陳品亘、黃偉城 

學生 大五生：廖緯融 、許藝慧 

四年級 A班：梁博堯、黃允軒 

四年級 B班：韓沛芷、沈哲賓、陳寶玲 

三年級 A班：許育瑄 

三年級 B班：吳昇芳、陳品亘 

二年級 A班：張玴誠 

二年級 B班：黃瀚陞、廖葳駿、鄭修涵、黃怡葶 

一年級 A班：沈珊羽、何建毅、許竣翔、蔡凱涵 

一年級 B班：黃芝榕、金佳宜 

  

 

第十九家族 

導師 崔曉倩 

家族長 詹謹鴻 張靖偲 

學生 四年級 A班：李宜儒、蘇柏睿 

四年級 B班：蕭宇竣、張依婷 

三年級 A班：吳柏萱 

三年級 B班：王睿騏、黃詩庭 

二年級 A班：陳昰佑 

二年級 B班：詹謹鴻、江翊誠、張靖偲、蘇智瑄 

一年級 A班：李焌豪、蔡宜潔 

一年級 B班：楊芊榆、李宗翰、林靖恩 

  

 

第二十家族 

導師 賴宏彬 

家族長 黃繹穎 周思辰 

學生 大五生：沈易霆 

四年級 A班：劉浩揚 

四年級 B班：陳軒崙 

三年級 A班：韓鈜旭 

三年級 B班：李昌恩、陳昱均 

二年級 A班：鄭芃之、吳秀麗 

二年級 B班：黃繹穎、陳芯綺、周思辰、陳愉 

一年級 A班：褚婕希、蕭博丞 

一年級 B班：陳宣儒、林信衡、洪奕明 



國際經濟學碩士班 

家族 

導師 崔曉倩 

學生 賴玟君 鍾易擎 莊敏雪 黃盈靜 楊斯涵 鄭宇廷 吳沂霖 王柏凱 鍾儒霖 張舜閔 

徐滋襄 朱恒瑞 李逸文 葉姵螢 葉芃妤 吳廷濬 洪芷葳 陳庭維 曾俊維 楊哲睿 

洪靖雯 阮元澤 李晨瑋 曾嘉誠 何旻昕 黃聆嘉 邱子豪 劉俊威 劉品葳 林渂瑛 

王柏堯 林相廷 蔡秉芸 李維   翁立宇 黃靖傑 翁翊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