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 102甲                                     導師：方金雅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2101 410072043 吳安安 工設系四年級 家具設計科 

102102 410072048 藍唯甄 工設系四年級 家具設計科 

102103 410172024 張雅鈞 工設系三年級 家具設計科 

102104 410073024 張簡湘玲 光通系四年級 資訊科 

102105 410074016 蔡東憲 電子系四年級 電子科 

102106 410074018 涂秉賢 電子系四年級 電子科 

102107 410074020 陳照沅 電子系四年級 電子科 

102108 410074021 陳韋存 電子系四年級 電子科 

102109 410074040 呂聰文 電子系四年級 電子科 

102110 49974026 蔡明佑 電子系四年級 電子科 

102111 410075006 陳資穎 軟體工程系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2112 410175011 張芷菱 軟體工程系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2113 410175018 賴彥蓉 軟體工程系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2114 410175019 林維哲 軟體工程系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2115 410175023 劉姿呈 軟體工程系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2116 410175027 鄭意儒 軟體工程系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2117 610156103 吳苡媛 資教碩士班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2118 610151002 楊旻婕 教育碩士班三年級 國中輔導 

102119 610251010 龔意惠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2120 610251011 林奕欣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2121 610251020 黃柏鈞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2122 610165101 黃世傳 諮復碩士班諮心組三年級 輔導科 

102123 610165110 張誠芳 諮復碩士班諮心組三年級 輔導科 

102124 610165111 林頌航 諮復碩士班諮心組三年級 輔導科 

102125 610265113 李嘉玲 諮復碩士班諮心組二年級 輔導科 

102126 610060004 連珮如 諮復碩士班復健組三年級 輔導科 

102127 610219002 鍾菩璿 客家碩士班二年級 輔導科 

102128 610136008 李秉宸 科環碩士班三年級 輔導科 

102129 610158010 許凱雯 性別碩士班三年級 輔導科 

102130 610171203 郭正瑜 工教碩士班三年級 輔導科 

102131 410057005 黃世平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32 410057007 吳柏辰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33 410057011 莊詠伃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34 410057015 洪明揚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35 410057028 吳品儒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36 410057035 黃緯丞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37 410057044 范嘉豪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38 410157004 吳耘吏 體育系三年級 體育科 

102139 410157034 歐陽勛 體育系三年級 體育科 

102140 410157035 潘品豪 體育系三年級 體育科 

102141 49957004 陳雍昇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2142 610257109 張佳雯 體育碩士班二年級 體育科 

 



102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 102乙                                    導師：蘇素美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2201 410012041 吳幸儀 英語系四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2202 410112010 林倩伃 英語系三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2203 410112020 鄭亦庭 英語系三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2204 410112032 張蕙蘭 英語系三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2205 410112038 洪于珺 英語系三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2206 410112042 王韻嵐 英語系三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2207 410112046 劉又瑄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08 410112047 高姿慧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09 410112050 劉晏廷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10 410112055 紀筑婷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11 410112058 吳昀庭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12 410112059 謝蕙如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13 410112071 李佩樺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14 410112076 施虹慈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2215 610012102 陳奇昌 英語碩士班四年級 英文科 

102216 610212203 賴佳盈 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2217 410014042 張至亓 地理系四年級 地理科 

102218 410114007 鍾嘉如 地理系三年級 地理科 

102219 410114011 陳佳琪 地理系三年級 地理科 

102220 410114021 鄭珺月 地理系三年級 地理科 

102221 410114029 王宥婷 地理系三年級 地理科 

102222 49914036 黃建維 地理系四年級 地理科 

102223 49914040 譚保晶 地理系四年級 地理科 

102224 610014015 吳玟靜 地理碩士班三年級 地理科 

102225 610114003 鄭筑云 地理碩士班三年級 地理科 

102226 610114012 藍文瑩 地理碩士班三年級 地理科 

102227 69914013 邱如亞 地理碩士班三年級 地理科 

102228 410191002 林菩馨 美術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29 410191004 林宜萱 美術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0 410191007 陳亭安 美術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1 410191020 朱可筠 美術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2 410191021 吳冠論 美術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3 410191023 李思融 美術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4 410191028 賀翎甄 美術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5 49991005 藍凱威 美術系四年級 美術科 

102236 49991032 李宜珊 美術系四年級 美術科 

102237 610191103 蔡宛玲 美術碩士班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8 610191203 姚懿庭 美術碩士班三年級 美術科 

102239 610291103 謝欣蘋 美術碩士班二年級 美術科 

102240 610193010 邱昱瑄 視設碩士班三年級 美術科 

102241 410193014 林蔚軒 視設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42 410193015 黃裕雯 視設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43 410193022 江岱璇 視設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44 410193036 蔡佾承 視設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2245 49993048 韓 瑜 視設系四年級 美術科 

102246 610294013 陳孟慈 跨藝碩士班二年級 美術科 

102247 410192001 黃芳俞 音樂系三年級 音樂科 

102248 410192002 王芸榕 音樂系三年級 音樂科 

102249 410192007 邱詩予 音樂系三年級 音樂科 

102250 410192010 林芋孜 音樂系三年級 音樂科 

102251 410192013 曾新雅 音樂系三年級 音樂科 

102252 410192019 紀妙勳 音樂系三年級 音樂科 

102253 49992008 施 瑜 音樂系四年級 音樂科 

102254 610192403 黃裕翔 音樂碩士班三年級 音樂科 

102255 610292006 張慕雅 音樂碩士班二年級 音樂科 

 

 



102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 102丙                                     導師：吳明隆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2301 610111011 蘇瑞媛 國文碩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2302 610111014 王馨薇 國文碩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2303 610111017 鄒孟潔 國文碩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2304 610211009 吳紹瑜 國文碩士班二年級 國文科 

102305 810011010 黃文慧 國文博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2306 810111012 黃碧玉 國文博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2307 810111013 胡凱閔 國文博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2308 410111207 陳邦御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09 410111210 黃宇彤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0 410111211 林靜薇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1 410111213 李沂澄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2 410111214 鍾佳盈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3 410111215 余建民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4 410111221 劉宜芬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5 410111222 黃詣菁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6 410111231 郭怡雯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7 410111234 沈 容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8 410111235 吳庭瑜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19 410111240 黃瀞儀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20 410111241 曾鳳怡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2321 610217004 時安絜 經學碩士班二年級 國文科 

102322 610031017 黃弘億 數學碩士班四年級 數學科 

102323 410031208 林子傑 數學系應數組四年級 數學科 

102324 410031211 黃筠婷 數學系應數組四年級 數學科 

102325 410031212 林宇涵 數學系應數組四年級 數學科 

102326 410031234 陳品璇 數學系應數組四年級 數學科 

102327 410131201 李言泰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2328 410131210 蔡慶沺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2329 410131211 謝秉融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2330 410131218 陳建宇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2331 410131221 黃文姍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2332 410071010 王慧筠 化學系四年級 化學科 

102333 410071017 王可君 化學系四年級 化學科 

102334 610132001 張生龍 化學碩士班三年級 化學科 

102335 610136003 李翔暐 科環碩士班三年級 化學科 

102336 610133006 廖啟佑 物理碩士班三年級 物理科 

102337 610134101 簡嘉慧 生科碩士班三年級 生物科 



102338 610134106 翁健紘 生科碩士班三年級 生物科 

102339 410034045 顏慈瑤 生科系四年級 生物科 

102340 410034047 陳映瑜 生科系四年級 生物科 

102341 410134015 陳佩佩 生科系三年級 生物科 

102342 410134034 陳 熙 生科系三年級 生物科 

102343 410134041 呂曜男 生科系三年級 生物科 

102344 410053040 陳祈呈 特教系四年級 生物科 

102345 410071037 劉翼賢 工教系四年級 生活科技科 

 

 



102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102小教                                     導師：凃金堂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2901 410011216 林暘晟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2 410011231 許雅婷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3 410012060 黃莉淇 英語系四年級乙班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4 610012105 侯愛彤 英語碩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5 610112209 蘇元貞 英語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6 610016301 李慧質 臺研碩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7 610216104 陳泳村 臺研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8 610119007 鍾采芬 客家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09 610219005 陳鈺鈞 客家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0 410034050 唐婉倫 生科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1 410134007 吳佳霖 生科系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2 610136006 陳映岑 科環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3 610136007 蔡姿婷 科環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4 610136009 尤躍勳 科環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5 610136010 鄭丞棋 科環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6 410051013 洪宜慈 教育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7 410151004 江佩容 教育系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8 410151009 陳郁涵 教育系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19 410151016 陳薏婷 教育系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0 410151019 胡嘉純 教育系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1 410151024 郭奕廷 教育系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2 410151028 張浚圻 教育系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3 610251014 許宴真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4 810051302 陳綵菁 教育博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5 610156207 侯嘉裕 資教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6 610256102 林德揚 資教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7 49957044 樊盟鎮 體育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8 610158014 張竣凱 性別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29 610258005 林宗玉 性別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0 610258007 張雯詔 性別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1 410071023 李建杭 工教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2 610071204 林義秦 工教碩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3 610271204 賴盈君 工教碩士班二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4 49972020 方婕如 工設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5 410091002 楊如婷 美術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6 610091113 林巧華 美術碩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7 610191210 莊芊慧 美術碩士班三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8 610092801 陳玟秀 音樂碩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39 610094001 蔡佳嬴 跨藝碩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40 610094008 李學佳 跨藝碩士班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41 49957043 曾昱霖 體育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102942 49973039 張家榮 光通系四年級 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