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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11 電子工程系 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8 幼兒保育系 5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四技機動機電一甲 黃俊龍 四技電子一甲 廖淑慧 四技行管一甲 楊英杰 四技幼保一甲 張元棋
四技機動設計一甲 陳燕鴻 四技電子二甲 張文澤 四技行管一乙 阮鵬宇 四技幼保二甲 廖祝雍
四技機動機電二甲 陳志誠 四技電子三甲 楊國輝 四技行管二甲 吳錦惠 四技幼保三甲 朱如茵
四技機動設計二甲 郭宏賓 四技電子四甲 余文俊 四技行管二乙 楊菁倩 四技幼保四甲 張元棋
四技機電三甲 張萬欽 四技行管三甲 涂惠娟 四技幼保四丙 朱如茵
四技機電三乙 吳明勳 資訊管理系 7 四技行管三乙 林欣怡
四技機電四甲 蘇寶林 四技資管一甲 林仁宏 四技行管四甲 藍美英
四技機電四乙 郭宗祥 四技資管二甲 蕭金財 四技行管四乙 黃玟儀 保健食品系 11
四技自控三甲 楊政穎 四技資管二乙 林錦鴻 四技保食一甲 歐欣泙
四技自控四甲 施浚龍 四技資管三甲 顏妏倩 四技保食一乙 宋祖瑩
四技創思四甲 鄭合志 四技資管三乙 張燿德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8 四技保食二甲 黃正川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6 四技資管四甲 葉春秀 四技觀光一甲 黎永松 四技保食二乙 張廖麗珠
四技多遊一甲 許文彬 四技資管四乙 黃昭義 四技觀光一乙 江美燕 四技保營三甲 張文華
四技資工多媒體二甲 張裕昇 景觀系 8 四技觀光二甲 黃麗安 四技保營三乙 鄒梅君
四技資工應用二甲 賴洧鈿 四技景觀一甲 陳坤佐 四技觀光二乙 張穎文 四技保營四甲 鄭明清
四技資工三甲 黃家偉 四技景觀一乙 張文三 四技企管三甲 廖俊煌 四技保營四乙 陳淑茹
四技資工四甲 王中全 四技景觀二甲 張俊斌 四技企管三丙 吳姿音 四技生技三甲 林信成
四技資工四乙 陳俊元 四技景觀二乙 林忠義 四技企管四甲 張耀升 四技生技四甲 張佑安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4 四技景觀三甲 陳俊麟 四技企管四丙 鍾起岱 四技生技四乙 張佑安
四技電機一甲 劉源昌 四技景觀三乙 陳秋銓
四技電機二甲 劉昭忠 四技景觀四甲 李權宸
四技電機三甲 詹東融 四技景觀四乙 李權宸 視訊傳播系 9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8
四技電機四甲 賴永進 餐飲廚藝系 8 四技視傳一甲 宋天瀚 四技運促一甲 吳建宏
時尚創意設計系 7 四技餐廚一甲 蔡閎任 四技視傳一乙 林亞娟 四技運促一乙 黎淑媛
四技時尚一甲 朱寶青 四技餐廚一乙 童富源 四技視傳二甲 林建志 四技運促二甲 吳建宏
四技時尚一乙 李怡穎 四技餐廚二甲 吳秋曄 四技視傳二乙 管秋雄 四技運促二乙 曾意涵
四技時尚二甲 徐淑敏 四技餐廚二乙 邢益玲 四技視傳三甲 黃斿棣 四技運促三甲 李貞
四技時尚二乙 郭品妤 四技餐廚三甲 陳德勝 四技視傳三乙 蔡榮光 四技運促三乙 洪新來
四技時尚三甲 舒曼麗 四技餐廚三乙 林採梅 四技視傳四甲 宋天瀚 四技運促三丙 曾意涵
四技時尚三乙 張甘青 四技餐廚四甲 李機福 四技視傳四乙 方君文 四技運促四甲 林百也
四技時尚四甲 朱寶青 四技餐廚四丙 陳相訓 四技視傳四丙 黃斿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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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7 資訊管理系 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 幼兒保育系 15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夜四技機動機電一甲 葉長茂 夜四技資管一甲 李敏智 夜四技行管一甲 吳姿音 職四技幼保四甲 朱如茵

夜四技機動設計一甲 杜讚發 夜四技資管二甲 余重信 夜四技行管二甲 沈育樹 進二技幼保一甲 蕭佳華

夜四技機動機電二甲 邱銘杰 夜四技資管三甲 許順發 夜四技行管三甲 林修正 進二技幼保一乙 李英中

夜四技機動設計二甲 黃立仁 夜四技資管四甲 詹毓偉 夜四技行管四甲 張文賢 進二技幼保一丙 齊隆鯤

夜四技機電三甲 廖基堯 夜四技資管四丙 陳怡 進二技幼保一丁 張元棋

夜四技機電四甲 楊昌忻 進專資管一甲 陳鉅昌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6 進二技幼保一戊 李介至

夜四技自控四甲 許明傑 進專資管二甲 陳怡靜 夜四技觀光一甲 洪良倩 進二技幼保一己 廖祝雍

夜四技觀光二甲 葉仲任 進二技幼保一庚 蕭佳華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2 景觀系 4 進二技觀光一甲 張俊忠 進二技幼保二甲 廖祝雍

夜四技資工三甲 王建宏 夜四技景觀二甲 陳秋銓 進二技觀光二甲 葉仲任 進二技幼保二乙 朱如茵

夜四技資工四甲 黃家偉 夜四技景觀三甲 呂博清 進專觀光一甲 楊奕源 進二技幼保二丙 齊隆鯤

夜四技景觀四甲 呂博清 進專觀光二甲 廖俊煌 進專幼保一甲 李英中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4 夜四技景觀四丙 施能衡 進專幼保一乙 陳盈妃

夜四技電機一甲 王宣富 進專幼保二甲 李介至

夜四技電機二甲 黃浩榮 時尚創意設計系 3 進專幼保二乙 張元棋

夜四技電機三甲 郭振輝 夜四技時尚一甲 邢益玲 保健食品系 5 餐飲廚藝系 5

夜四技電機四甲 吳堅本 夜四技時尚二甲 黃怡禎 夜四技保食一甲 陳冠仲 夜四技餐廚一甲 林採梅

夜四技時尚三甲 陳桂芬 夜四技保食二甲 劉惟明 夜四技餐廚二甲 林榮裕

夜四技保營三甲 黃仕政 夜四技餐廚三甲 劉振琪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1 視訊傳播系 1 夜四技保營四甲 柴在屏 夜四技餐廚三丙 李機福

夜四技運促二甲 張廖麗珠 夜四技視傳三甲 陳桂芬 夜四技保營四丙 陳盈妃 進專餐廚二甲 陳相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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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13 研究所 4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班級名稱 導師姓名

碩機動一甲 朱正民 碩保食一甲 陳淑茹

碩機動二甲 朱正民 碩保食二甲 張佑安

工技所三甲 朱正民 秋產碩專班保食一甲 陳冠仲

工技所四甲 朱正民 秋產碩專班保食二甲 張佑安

碩士在職機動一甲 黃立仁

碩士在職機動二甲 黃立仁

碩士在職專三甲 黃立仁

碩士在職專四甲 黃立仁

100幼兒教具春產碩專班 黃立仁

100幼兒教具秋產碩專班 黃立仁

101消防安全春產碩專班 黃立仁

101幼兒教具秋產碩專班 黃立仁

101精密機械秋產碩專班 黃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