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課程名稱 教師 地點時間 選修人數 教學助理姓名

微積分乙（一） 陳慧如 六 6-8 本部 誠108 34 洽談中

微積分乙（二） 蔡天鉞 一 6-8 校外 教室自排 0 王昕芸

微積分乙（二） 司靈得 四 6-8 公館 Ｓ202 6 柯逸安

數論 胡舉卿 三 6-8 公館 Ｅ101 50 蘇簡宏

微積分乙（二） 林月珍 一 6-8 公館 Ｅ101 48 李宜蓁

微積分乙（二） 陳瑞堂 一 6-8 公館 Ｅ201 35 戴伯儒

微積分乙（二） 林月珍 四 6-8 公館 Ｅ101 49 孫唯評

微積分乙（二） 張幼賢 四 6-8 公館 Ｅ102 48 羅子寒

微積分乙（二） 王藹農 四 6-8 公館 Ｅ201 49 蕭仁豪

微積分乙（二） 洪有情 四 6-8 公館 Ｅ202 46 林奕安

微積分乙（二） 楊青育 三 6-8 本部 正303 52 余祥銘

微積分乙（二） 范洪源 三 6-8 本部 誠109 51 黃麟翔

微積分乙（二） 陳慧如 三 6-8 本部 正304 26 洪坊瑜

微積分乙（二） 王建勛 三 6-8 本部 誠208 49 廖沚懷

程式設計 楊青育 四 6-8 公館 理圖807 48 潘昱仁

線性代數（二） 李華介
二 6-7 公館 Ｂ103,
五 4 公館 Ｂ103

33 虞富崴、周明旺

微積分甲（二） 朱亮儒
二 3-4 公館 Ｃ002,
四 3-4 公館 Ｃ002

29 周孟謙、鄭惠文

程式設計 樂美亨 四 6-8 公館 理圖801 28 劉書詠

線性代數（二） 謝世峰
二 3-4 公館 Ｓ201,
五 3 公館 Ｓ201

33
陳冠綸、吳珮甄、蘇簡

宏、許瑜庭

微積分甲（二） 夏良忠
二 6-7 公館 Ｓ201,
四 3-4 公館 Ｓ201

39 張紜愷、林冠廷

程式設計 范洪源
二 7-8 公館 理圖003,
二 9 公館 理圖802

19 蔡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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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代數（二） 郭君逸
二 3-4 公館 Ｅ202,
五 3 公館 Ｅ202

46 張祐寧、黃在廷

微積分甲（二） 林惠娥
一 6-7 公館 Ｓ502,
四 3-4 公館 Ｓ502

27 郭育誠、林軒如

離散數學 郭君逸 三 6-8 公館 Ｂ103 51 游博鈞

微分方程特論 謝世峰 一 6-8 公館 Ｓ201 46 何佩欣、蔡家霈

微分方程特論 林惠娥 二 6-8 公館 Ｓ602 31 施柏帆、蔡煜輝

機率導論 蔡碧紋 二 6-8 公館 Ｃ002 33 楊采青

高等微積分（二） 林延輯
二 3-4 公館 Ｓ204,
四 3-4 公館 Ｓ204

13 陳俊友、林念瑩

代數學（二） 劉家新
一 3-4 公館 Ｃ002,
五 3 公館 Ｃ002

9 徐聖韋

機率導論 張少同 四 6-8 公館 Ｃ002 50 誠徵中

高等微積分（二） 陳賢修
一 3-4 公館 Ｓ603,
四 3-4 公館 Ｓ603

42 陳博昇、林翊峰

代數學（二） 劉容真
二 3-4 公館 理圖003,
五 3 公館 理圖003

45 張勝綱

機率導論 呂翠珊 五 2-4 公館 Ｓ502 33 洪坊瑜

高等微積分（二） 郭庭榕
一 3-4 公館 Ｅ102,
四 3-4 公館 Ｅ102

26 蔡穎相、胡亦行

代數學（二） 胡舉卿
二 3-4 公館 Ｓ202,
五 6 公館 Ｓ202

33 劉冠明、熊沛沛

複變數函數論 張毓麟 四 2-4 公館 Ｓ202 17 黃冠傑

數值分析（一） 黃聰明
二 6-7 公館 理圖001,
二 8 公館 理圖801

20 楊智捷

拓樸學（一） 張毓麟 三 6-8 公館 Ｓ202 54 周鑫壯

代數特論（二） 劉容真 四 6-8 公館 Ｓ601 17 未滿20人

微分幾何（二） 陳瑞堂
五 6 公館 理圖807,
五 7-8 公館 Ｂ103

21 張勝綱

優選理論 陳界山 四 6-8 公館 Ｓ201 8 未滿20人

數論 劉家新
一 7-8 公館 Ｃ002,
二 2 公館 Ｃ002

50 周明旺

應用數學（二） 陳賢修 二 2-4 公館 Ｓ602 30 李侑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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