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2/10 

工商業設計系碩士班 104學年度第 1學期碩士論文提報順次表   
p.1 

 

104.12.17 (週四)  上午 
RB‐402室 

104.12.17 (週四)  上午 
RB‐404室 

時間  學生  口試委員  提報次數 時間  學生  口試委員  提報次數 

10:30~10:50  陳怡臻 
M10310119 

鄭金典、范振能  第二次  10:30~10:50 
陳漢 

M10210309 陳玲鈴、梁容輝  第二次 

10:50~11:10  鍾培成 
M10310112 

鄭金典、范振能  第二次  10:50~11:10 
游承勳 

M10310117 陳玲鈴、梁容輝  第二次 

11:10~11:30  張文卓 
M10310802 

鄭金典、范振能  第二次  11:10~11:30 
鄭宇婷 

M10210101 陳玲鈴、梁容輝  第二次 

11:30~11:50  楊世宇 
M10310203 

柯志祥、鄭金典  第二次  11:30~11:50  許元耀

M10310301
梁容輝、陳玲鈴  第二次 



2015/12/10 

工商業設計系碩士班 104學年度第 1學期碩士論文提報順次表 
p.2 

104.12.17 (週四)  上午 
RB‐410室 

104.12.17 (週四)  上午 
RB‐411室 

時間  學生  口試委員  提報次數 時間  學生  口試委員  提報次數 

9:30~9:50  蕭如惠 M10310118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10:30~10:50  李杰庭 
M10310201

王韋堯、李根在  第二次 

9:50~10:10  林子虹 M10310305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10:50~11:10  張芸芳

M10210213
王韋堯、李根在  第二次 

10:10~10:30  周淨柔 M10310208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11:10~11:30  王儷蓉 
M10310210

王韋堯、李根在  第二次 

10:30~10:50  鄭雅方M10210108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11:30~11:50  鄭柔毓 
M10310205

李根在、王韋堯  第一次 

10:50~11:10  陳怡安M10210107 陳建雄、唐玄輝  第一次       
 

11:10~11:20  休息     

11:20~11:40  林佩穎M10210103 唐玄輝、陳建雄  第二次       

11:40~12:00  王紫綺 M10310102 唐玄輝、陳建雄  第一次       

12:00~12:20  陳萱恩 M10210120 唐玄輝、陳建雄  第二次       
 



2015/12/10 

工商業設計系碩士班 104學年度第 1學期碩士論文提報順次表 
p.3 

 

104.12.17 (週四)  上午 
RB‐412室 

104.12.17 (週四)  上午 
RB‐406‐1 室 

時間  學生  口試委員  提報次數 時間  學生  口試委員  提報次數 

10:30~10:50  張俊雄 
M10210212 

林廷宜、孫春望  第二次    9:40~ 10:00  程芙蕖 
M10310111

宋同正、董芳武  第二次 

10:50~11:10  劉欣瑩

M10310801 
林廷宜、孫春望  第二次    10:00~10:20  周宜瑾 

M10310114
宋同正、董芳武  第二次 

11:10~11:30  粘恆維 
M10410302  孫春望、林廷宜  第一次  10:20~10:40  胡小瑞 

M10310806
宋同正、董芳武  第二次 

11:30~11:50  佟紹魁 
M10210301  孫春望、林廷宜  第二次  10:40~10:50  休息 

        10:50~11:10  劉昕暘 
M10310M02

董芳武、宋同正  第二次 

        11:10~11:30  簡塘妮 
M10310108

董芳武、宋同正  第二次 

        11:30~11:50  周雅涵 
M10310101

董芳武、宋同正  第二次 



2015/12/10 

工商業設計系碩士在職專班 104學年度第 1學期論文提報順次表 
p.4 12 月 18 日(週六)上午	

RB‐412室 
時間 學生 口試委員 提報次數 

8:30~ 8:50 許錦豐 M10310909 張文智、陳建雄 第二次 8:50~ 9:10 鄭傑夫 M10310908  張文智、陳建雄 第二次 9:10~9:30 李振樟 M10310903 張文智、陳建雄 第一次 9:30~9:50 余鈺茹 M10010907 唐玄輝、張文智 第二次 9:50~10:10 陳沁蔚 M10310906 唐玄輝、張文智 第一次 10:10~10:30 范姜駿 M10310914 唐玄輝、張文智 第一次 10:30~10:40 休息 10:40~11:00 程俊凱 M10210907 唐玄輝、陳建雄 第二次 11:00~11:20 鄭涵方 M10210913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11:20~11:40 劉書銘 M10310904 陳建雄、唐玄輝 第一次 11:40~12:00 王怡舜 M10310910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12:00~12:20 陳力維 M10310907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12:20~12:40 劉育汎 M10310912 陳建雄、唐玄輝 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