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 101甲                                     導師：方金雅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1101 410074038 歐易哲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科 

101102 49974025 李倩儀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科 

101103 410075024 黃姿穎 軟體工程學系 電子科 

101104 610256101 蔡介銘 資訊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資料處理科 

101105 610051007 魏竹君 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中輔導 

101106 69951022 謝佳築 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中輔導 

101107 610158005 林怡如 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國中輔導 

101108 610165202 張 婕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碩士班復健諮商組 
輔導科 

101109 610165203 蘇微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碩士班復健諮商組 
輔導科 

101110 610165209 李宛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碩士班復健諮商組 
輔導科 

 



101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 101丙                                     導師：吳明隆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1301 410011211 修敏歡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2 410011212 張慧靖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3 410011214 黃姵諠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4 410011215 李家瑀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5 410011216 林暘晟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6 410011218 吳冠葶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7 410011221 陳靖晴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8 410011222 李晟珽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09 410011225 黃怡文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0 410011226 劉青鑫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1 410011227 劉知命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2 410011229 謝依諭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3 410011230 李怡苹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4 410011231 許雅婷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5 410011233 潘賢柏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6 410011234 王紫庭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7 410011235 虞岱穎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8 410011236 許舒亭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19 410011238 張昱中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20 410011240 陳品儒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21 410011241 朱沛涵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22 49911244 林詩傑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國文科 

101323 410074014 賴俊宇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科 

101324 410031201 施姵均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科 

101325 410031214 黃閔虹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科 

101326 410031221 黃君薇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科 

101327 410031227 吳秉睿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科 

101328 410031236 郭博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數學科 

101329 410034004 楊孟翰 生物科技系 生物科 

101330 410034016 管漢林 生物科技系 生物科 

101331 410034023 洪慶源 生物科技系 生物科 

101332 410034036 邱振展 生物科技系 生物科 

101333 410034039 林祐陞 生物科技系 生物科 

101334 610111010 葉宜嫻 國文學系碩士班 國文科 

101335 610111016 林芳穎 國文學系碩士班 國文科 

101336 610217001 陳宇晴 經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文科 

101337 610117004 俞程禮 經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文科 



101338 610017006 徐 瑤 經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文科 

101339 610031006 邱立瑋 數學系碩士班 數學科 

101340 610031008 南鳳瑋 數學系碩士班 數學科 

101341 810033003 沈正國 物理學系博士班 物理科 

101342 610051004 葉婉翎 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文科 

 



101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 101 乙                                    導師：蘇素美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1201 410012001 趙曼甯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2 410012010 黃郁雯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3 410012014 程家瑜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4 410012017 曾以姍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5 410012027 盧珏淳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6 410012036 林倩如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7 410012038 陳詩閔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8 410012039 廖倍妤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09 410012045 王宜茹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10 410012058 詹華冠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11 410012070 陳宜婷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12 49912053 鍾佳媛 英語學系 英文科 

101213 410014005 張瓈云 地理學系 英文科 

101214 410014021 王玉芳 地理學系 英文科 

101215 410014030 陳佩琪 地理學系 英文科 

101216 410014032 鄭裕寶 地理學系 英文科 

101217 410014034 許寶仁 地理學系 英文科 

101218 410091005 姚亭安 美術學系 英文科 

101219 410091006 翁詩婷 美術學系 英文科 

101220 410091033 李云勻 美術學系 英文科 

101221 410093018 陳閩萱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2 410093021 李思葦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3 410093023 劉佳臻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4 410093028 黃怡婷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5 410093033 古舒婷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6 410093040 劉崇音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7 410093041 林婉靖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8 49993024 林子又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29 49993034 蘇以珊 視覺設計學系 英文科 

101230 610012202 陸嘉妡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1231 610112111 蔡汶君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1232 610112202 曾寶儀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1233 610112204 蔡明縈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1234 610112208 呂 婕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1235 610012209 賴盈均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1236 610012301 陳人慈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1237 610191201 鍾侑璇 美術學系碩士班 美術科 



101238 610092704 王凱薇 音樂學系碩士班 音樂科 

101239 610192802 林怡慈 音樂學系碩士班 音樂科 

101240 610393002 許亞瑾 視覺設計學系碩士班 美術科 

101241 610193012 陳暐婷 視覺設計學系碩士班 美術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