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隨班附讀申請通過學員名單 2019/9/26

學號 姓名 開課單位 選課部別
選課

號碼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0104109066] 劉○珣 法律系 碩專班 7941 技術移轉契約法 2

[0104109102] 楊○珊 園藝系 大學部 4052 果樹生理學 3

法律系 大學部 3064 稅法總論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15 民法債編各論(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1 民法物權(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4 民法債編總論(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5 民法親屬與繼承(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3 公司法(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3064 稅法總論 2

法律系 大學部 3067 民法債編各論 3

法律系 大學部 3068 民事法律實務 2

[0105109176] 黃○雄 法律系 大學部 4020 民事法實例研習(一) 2

[0105209221] 廖○慈 法律系 碩專班 7789 刑事訴訟法(ㄧ) 2

夜文創 進修學士班 3505 帝王學:創業經營謀略 2

創經學程 進修學士班 3506 消費者行為 2

夜文創 進修學士班 4504 三國故事文化產業 2

法律系 大學部 1078 刑法總則(一) 3

法律系 大學部 2063 公司法(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82 國際公法 2

法律系 大學部 3067 民法債編各論 3

法律系 大學部 3073 國際私法 2

法律系 大學部 1077 憲法(二) 2

法律系 大學部 1082 憲法(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3067 民法債編各論 3

法律系 碩專班 7789 刑事訴訟法(ㄧ) 2

法律系 碩專班 7930 公司法(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936 公司法(二) 2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3529 食品產業 3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4529 蔬菜學 3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4536 休閒農業 3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5519 畜牧學 3

[0104109186] 紀○鈴

[0104209349] 林○銘

[0106109107] 曹○芳

[0106109062] 張○琍

[0104209353] 陳○君

[0105209269] 黃○毅

[0106109007] 蔡○真

[0106109156] 謝○哲

[0106109202] 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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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 大學部 2081 日本史(一) 2

歷史系 大學部 3020 中國經濟史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15 民法債編各論(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4 民法債編各論(二) 2

[0106209381] 唐○財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7 國際行銷管理 3

[0106209384] 王○利 園藝系 大學部 4030 植物營養學 3

夜中文 進修學士班 2507 對聯文學 2

夜中文 進修學士班 2518 史記 2

夜中文 進修學士班 4517 中國思想史 3

[0107109050] 陳○融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01 人力資源管理 3

土木系 大學部 3381 土壤力學(一) 3

土木系 大學部 3383 結構學(一) 3

法律系 大學部 2009 勞動基準法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0 勞動法 2

法律系 大學部 3001 公平交易法 2

[0107109106] 趙○如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1529 管理學 3

夜中文 進修學士班 1510 書法 2

夜中文 進修學士班 2507 對聯文學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0107109159] 張○珍 國政所 碩專班 7625 族群衝突與國家整合專題 3

法律系 大學部 1078 刑法總則(一) 3

外文系 大學部 4028 口譯進階 2

[0107109202] 邱○儒 國政所 碩專班 7625 族群衝突與國家整合專題 3

[0107109203] 楊○如 國政所 碩專班 7625 族群衝突與國家整合專題 3

機械所 碩專班 7752 精密機械設計原理 3

機械所 碩專班 7768 熱對流學 3

昆蟲系 大學部 1111 普通生物學實習 1

化學系 大學部 1154 普通化學實驗 1

化學系 大學部 1156 普通化學實驗 1

食生系 大學部 3240 人體生理學 3

[0106209346] 卓○娟

[0106209389] 吳○君

[0107109067] 吳○毅

[0106209317] 沈○華

[0107109162] 李○嬛

[0107209217] 蕭○興

[0107209220] 徐○

[0107109082] 梁○慧

[0107109127] 楊○芳

[0107109142] 蘇○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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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209224] 陳○婷 管理學院 大學部 1987 經濟學(一)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44 農業經濟學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3 永續農業與生態 3

園藝系 大學部 1148 普通植物學 3

化學系 大學部 2239 有機化學 3

農藝系 大學部 3104 作物生化學 3

昆蟲系 大學部 3116 經濟昆蟲學 3

植病系 大學部 3119 植物病毒學 3

植病系 大學部 3121 植物病毒學實驗 2

植病系 大學部 4095 農藝作物病害 3

資管所 碩專班 7685 電腦視覺與人機互動 3

資管所 碩專班 7686 雲端巨量資料分析平台應用 3

[0107209260] 張○佶 管理學院(研) 碩士班 6005 財務管理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32 刑法(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789 刑事訴訟法(ㄧ) 2

[0107209277] 顧○軒 資管所 碩專班 7682 研究方法 3

[0107209278] 林○棋 資管所 碩專班 7682 研究方法 3

[0107209291] 李○佑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72 創業投資與私募股權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15 民法債編各論(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4 民法債編各論(二) 2

[0107209308] 張○智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3 永續農業與生態 3

[0107209313] 林○達 森林系 大學部 2118 樹木學 3

[0107209333] 林○怡 管理學院 大學部 1979 會計學(一) 3

精密所 碩專班 7932 奈米加工技術 3

精密所 碩專班 7938 微機電材料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17 政府公關與政策行銷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31 全球化與國家政策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08 憲法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2 刑法(一) 2

土木系 大學部 2311 水文學 3

環工系 大學部 2323 固體廢棄物 3

[0107209257] 陳○偉

[0107209273] 粘○玲

[0107209299] 蕭○絨

[0107209235] 楊○郁

[0107209252] 張○綱

[0107209254] 廖○濱

[0108109003] 賴○權

[0107209334] 曹○仁

[0107209340] 李○蘭

[0108109001] 王○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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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環系 大學部 3187 環境影響評估 3

應數系 碩專班 7755 迴歸分析 3

應數系 碩專班 7757 研究方法 1

應數系 碩專班 7758 應用數學方法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3 永續農業與生態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7 國際行銷管理 3

[0108109009] 呂○和 資管所 碩專班 7688 機器學習 3

資工所 碩專班 7739 資訊安全 3

資工所 碩專班 7764 雲端計算與網路 3

[0108109013] 柯○珍 夜文創 進修學士班 1506 基礎素描 2

[0108109014] 曾○銘 資管所 碩專班 7682 研究方法 3

[0108109015] 洪○喻 國務所 碩專班 7923 組織理論專題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32 刑法(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法律系 碩專班 7789 刑事訴訟法(ㄧ) 2

[0108109019] 李○莊 法律系 碩專班 7627 親屬法 2

資管所 碩專班 7685 電腦視覺與人機互動 3

資管所 碩專班 7686 雲端巨量資料分析平台應用 3

資管所 碩專班 7689 專題研討(二) 1

法律系 大學部 3074 民事訴訟法(一)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15 民法債編各論(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4 民法債編各論(二) 2

[0108109026] 吳○軒 化學系 大學部 1184 普通化學(甲) 3

[0108109027] 陳○祥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028] 胡○玉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45 農業、科技與食品安全管理 3

物理系 大學部 1264 普通物理學 3

機械系 大學部 2300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2

[0108109030] 曾○強 中文系 碩士班 6017 道家研究 2

[0108109031] 施○宏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032] 林○儒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006] 王○君

[0108109007] 陳○鈴

[0108109025] 沈○臣

[0108109029] 許○東

[0108109010] 陳○蒼

[0108109016] 徐○聰

[0108109022] 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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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109033] 黃○翔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0108109034] 廖○杰 獸醫系 大學部 4129 水產動物疾病學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法律系 碩專班 7930 公司法(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936 公司法(二) 2

[0108109036] 蔡○彤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法律系 大學部 1078 刑法總則(一) 3

法律系 大學部 1083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57 刑法分則(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1 民法物權(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4 民法債編總論(一)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5 民法親屬與繼承(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中文系 碩士班 6017 道家研究 2

中文系 碩士班 7009 書法美學研究 2

[0108109041] 蕭○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0108109042] 劉○硯 植病系 大學部 1046 植病導論 1

[0108109043] 郭○漢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0108109044] 陳○愷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045] 陳○萍 資管所 碩專班 7712 資料探勘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08 憲法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27 親屬法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機械所 碩專班 7752 精密機械設計原理 3

機械所 碩專班 7775 高等振動學與模態分析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44 農業經濟學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3 永續農業與生態 3

[0108109049] 羅○祥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72 創業投資與私募股權 3

[0108109035] 鄧○軒

[0108109046] 高○淇

[0108109047] 陳○源

[0108109048] 黃○富

[0108109037] 王○晟

[0108109038] 黃○蓮

[0108109040] 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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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所 碩專班 7693 應用經濟研究法 3

應經所 碩專班 7696 個體經濟理論(一) 3

[0108109051] 王○家 資工所 碩專班 7765 圖形識別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27 親屬法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2 刑法(一) 2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1528 生物產業概論 3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1529 管理學 3

[0108109055] 陳○任 土木系 大學部 4249 結構動力學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08 質化研究方法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17 政府公關與政策行銷 3

[0108109058] 張○宗 水保系 大學部 2205 材料力學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08 憲法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化工碩專 碩專班 7913 高等輸送現象 3

化工碩專 碩專班 7927 藥物傳遞特論 3

[0108109063] 張○玲 台文所 碩專班 7619 臺灣文學史專題 3

[0108109064] 陳○勲 資管所 碩專班 7688 機器學習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12 全球傳播與國際關係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30 國際政治理論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27 親屬法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法律系 碩專班 7930 公司法(一) 2

[0108109068] 蔡○廷 土木系 大學部 4219 GNSS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概論 3

資管系 大學部 1093 HTML5 WEB APP程式設計 3

夜文創 進修學士班 1506 基礎素描 2

[0108109072] 林○慈 法律系 大學部 2065 民法親屬與繼承(一) 2

[0108109073] 沈○豐 法律系 大學部 2065 民法親屬與繼承(一) 2

[0108109074] 謝○妍 國務所 碩專班 7917 政府公關與政策行銷 3

[0108109075] 陳○娟 法律系 大學部 3074 民事訴訟法(一) 3

[0108109057] 蔡○玲

[0108109060] 羅○惠

[0108109062] 鄭○倫

[0108109050] 王○雲

[0108109053] 黃○群

[0108109054] 劉○妤

[0108109065] 莊○琪

[0108109067] 林○岳

[0108109070] 張○永

第 6 頁，共 12 頁



國立中興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隨班附讀申請通過學員名單 2019/9/26

學號 姓名 開課單位 選課部別
選課

號碼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3 組織變革與發展 3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4 中小企業管理 3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01 人力資源管理 3

[0108109077] 劉○瑋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078] 葉○辰 物理系 大學部 1272 普通物理學 3

[0108109079] 吳○彰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0108109081] 蕭○毅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083] 鄭○勳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0108109085] 陳○宇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國政所 碩專班 7623 批判恐怖主義研究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35 東亞政經專題 3

化學系 大學部 1162 普通化學實驗 1

化學系 大學部 1175 普通化學 3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物理系 大學部 1263 普通物理學 3

[0108109089] 洪○貞 食生系 大學部 3240 人體生理學 3

圖資所 碩士班 6039 資訊蒐集與組織 2

圖資所 碩士班 6040 技術服務研究 3

圖資所 碩士班 6047 圖書館建築 2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3 永續農業與生態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4 畜產品加工與管理 3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物理系 大學部 1272 普通物理學 3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097] 謝○宏 物理系 大學部 1272 普通物理學 3

[0108109098] 吳○蓁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0108109099] 葉○蒼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100] 黃○娟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01 人力資源管理 3

[0108109101] 陳○奎 教研所 碩士班 6899 教育行政學研究 3

[0108109076] 高○農

[0108109086] 陳○玲

[0108109095] 柯○辰

[0108109096] 陳○元

[0108109087] 徐○明

[0108109093] 黃○玲

[0108109094] 林○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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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所 碩專班 7623 批判恐怖主義研究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25 族群衝突與國家整合專題 3

[0108109104] 劉○誼 教研所 碩士班 6899 教育行政學研究 3

應數系 大學部 1133 線性代數(一) 3

應數系 大學部 1232 數學導論 3

[0108109106] 黃○婷 管理學院 大學部 1978 會計學(一) 3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2 刑法(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789 刑事訴訟法(ㄧ)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0108109103] 盧○安

[0108109111] 廖○照

[0108109112] 葉○梅

[0108109113] 謝○榮

[0108109105] 黎○冠

[0108109110] 蕭○隆

[0108109107] 王○如

[0108109108] 曾○慶

[0108109109] 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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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應經所 碩專班 7693 應用經濟研究法 3

應經所 碩專班 7696 個體經濟理論(一) 3

資管所 碩專班 7682 研究方法 3

資管所 碩專班 7688 機器學習 3

[0108109120] 莊○耕 電機系 大學部 2319 資料結構 3

中文系 碩士班 6016 辭賦學研究 2

中文所 碩專班 7611 中西比較哲學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水保所 碩專班 7702 土壤學特論 2

水保所 碩專班 7705 水土保持特論 2

水保所 碩專班 7706 土壤學特論實習 1

水保所 碩專班 7731 植生工程特論 3

[0108109127] 王○米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2519 茶藝 3

[0108109128] 周○祥 應數系 大學部 1200 微積分(一) 4

[0108109129] 鄭○蓁 人工智慧學程 碩專班 7949 物聯網與雲端系統 3

[0108109118] 黃○春

[0108109119] 陳○任

[0108109122] 康○民

[0108109115] 莊○泰

[0108109116] 陳○琦

[0108109117] 陳○莒

[0108109125] 易○那

[0108109124] 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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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學程 碩專班 7798 數據分析數學 3

人工智慧學程 碩專班 7929 資料科學與迴歸分析 3

人工智慧學程 碩專班 7949 物聯網與雲端系統 3

[0108109131] 賴○辰 獸醫系 大學部 4129 水產動物疾病學 3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1526 經濟學 2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1528 生物產業概論 3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1529 管理學 3

夜中文 進修學士班 1540 大學國文 2

[0108109135] 郭○翔 資工所 碩專班 7716 高等人工智慧 3

生技所 碩士班 6337 科技創業管理(一) 3

生技所 碩士班 6340 農業生技實務(一) 2

[0108109138] 王○全 法律系 碩專班 7608 憲法 2

語言中心 大學部 0961 日文(一) 3

法律系 大學部 1084 法學緒論 2

外文系 大學部 1920 英文作文(一) 2

管理學院 大學部 1971 商事法 3

法律系 大學部 2060 勞動法 2

法律系 大學部 2062 行政法(一) 3

法律系 大學部 2064 民法債編總論(一)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1 產業行銷 3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71 金融市場與機構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08 質化研究方法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31 全球化與國家政策 3

[0108109142] 賴○坤 材料系 碩士班 6860 固態物理(一)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08 質化研究方法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31 全球化與國家政策 3

人工智慧學程 碩專班 7929 資料科學與迴歸分析 3

人工智慧學程 碩專班 7949 物聯網與雲端系統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08 質化研究方法 3

國務所 碩專班 7931 全球化與國家政策 3

[0108109148] 梁○婷 中文所 碩專班 7601 小說研究 2

[0108109136] 林○欣

[0108109130] 戴○勁

[0108109132] 李○倢

[0108109143] 林○旭

[0108109144] 賴○錡

[0108109145] 施○珠

[0108109139] 甘○暉

[0108109140] 何○賢

[0108109141] 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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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109149] 楊○佑 語言中心 大學部 0992 法文(二)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0108109154] 張○慧 會計系 大學部 3084 審計學 3

環工系 大學部 1300 環境科學概論 3

應經系 大學部 2167 經濟學 3

土環系 大學部 2180 土壤學 2

土木系 大學部 2311 水文學 3

生機系 大學部 3212 統計學 3

[0108109159] 蔡○穎 食生碩 碩士班 6427 機能性食品 2

[0108109162] 張○伊 夜生管 進修學士班 2519 茶藝 3

法律系 碩專班 7637 民法總則(一) 2

法律系 碩專班 7640 民法總則(二) 2

[0108109173] 劉○康 運健所 碩士班 6895 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法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44 農業經濟學 3

農企業碩專班 碩專班 7954 畜產品加工與管理 3

化學系 大學部 1184 普通化學(甲) 3

生科系 大學部 1188 生命科學(一) 3

[0108109178] 陳○仰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72 創業投資與私募股權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12 全球傳播與國際關係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23 批判恐怖主義研究 3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966 企業倫理 3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968 公司治理與價值創造 3

[0108109182] 戴○翰 精密所 碩專班 7938 微機電材料 3

[0108109183] 李○洪 資工所 碩專班 7766 影像處理 3

[0108109184] 黃○錦 電機系 大學部 1305 工程倫理 2

[0108109188] 陳○婷 應經所 碩專班 7696 個體經濟理論(一) 3

[0108109174] 廖○緯

[0108109175] 黃○善

[0108109179] 黃○餘

[0108109152] 徐○心

[0108109153] 宋○若

[0108109170] 吳○翰

[0108109155] 林○維

[0108109181] 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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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49 財務策略與管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6 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668 高階經營決策專題 2

高階經理人 碩專班 7729 領導溝通與危機管理 2

[0108109196] 柯○蓉 景觀碩士 碩士班 6198 規劃理論與社會思潮 3

[0108109197] 何○輝 國務所 碩專班 7908 質化研究方法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29 非國家行為者與全球公民社會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30 國際政治理論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29 非國家行為者與全球公民社會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30 國際政治理論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23 批判恐怖主義研究 3

國政所 碩專班 7625 族群衝突與國家整合專題 3

[0108109205] 黃○英 應經所 碩專班 7693 應用經濟研究法 3

[0108109202] 劉○旺

[0108109203] 楊○燁

[0108109204] 陳○臻

[0108109191] 施○良

[0108109194]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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