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一甲                                    導師：方金雅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3101 610231013 彭渝淨 數學碩士班一年級 數學科 

103102 410131133 蔡詠丞 數學系數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3103 410131226 王薇筑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3104 410131233 邱文婷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3105 410131244 王麗荑 數學系應數組三年級 數學科 

103106 410231208 王佳璇 數學系應數組二年級 數學科 

103107 410231210 蘇亭維 數學系應數組二年級 數學科 

103108 410231238 陳冠言 數學系應數組二年級 數學科 

103109 610257105 羅吉男 體育碩士班二年級 數學科 

103110 410032043 劉宇歡 化學系四年級 化學科 

103111 410132033 羅家穎 化學系三年級 化學科 

103112 610334305 林淑君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生物科 

103113 610237021 陳宏恩 科環碩士班二年級 生物科 

103114 410071039 林耕民 工教系四年級 生活科技科 

103115 410171033 南福君 工教系三年級 生活科技科 

103116 610271102 沈益丞 工教碩士班二年級 生活科技科 

103117 410172034 林家羽 工設系三年級 家具設計科 

103118 410173006 李允軒 光通系三年級 資訊科 

103119 410173022 張毓旂 光通系三年級 資訊科 

103120 410074037 陳芋圻 電子系四年級 電子科 

103122 410274013 柯春生 電子系二年級 電子科 

103123 410274031 張智棋 電子系二年級 電子科 

103124 410274044 黃晟齊 電子系二年級 電子科 

103125 410075034 陳楷薇 軟體工程系四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3126 410175025 胡 珩 軟體工程系三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3127 610256202 陳俐蓉 資教碩士班二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3128 610356101 涂心偉 資教碩士班一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3129 M10253707 郭芙君 夜間資訊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3130 610071205 溫淑娣 工教碩士班四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3131 610271207 吳宜秦 工教碩士班二年級 資料處理科 

103132 410274016 李祐安 電子系二年級 電子科 

103133 410231237 吳燁瑾 數學系應數組二年級 數學科 

 

  



03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一乙                                     導師：蘇素美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3201 410012061 吳馥岑 英語系四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02 410012064 徐子皓 英語系四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03 410112073 林采潔 英語系三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04 410212005 吳 悅 英語系二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3205 410212006 何季嬛 英語系二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3206 410212010 柯宥瑜 英語系二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3207 410212021 張倚瑄 英語系二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3208 410212022 黃 薇 英語系二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3209 410212031 凃婉靖 英語系二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3210 410212042 邱佳瀅 英語系二年級甲班 英文科 

103211 410212049 張妤瑄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12 410212051 蔡孟慈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13 410212057 莊雯蓁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14 410212059 林維貞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15 410212065 蔡柏宏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16 410212068 黃薇欣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17 410212071 鄭淑方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19 410212078 黃俞禎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20 410212082 李心穎 英語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221 610012212 王奕璋 英語碩士班三年級 英文科 

103222 610012303 陳正文 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3223 610112110 劉怡秀 英語碩士班三年級 英文科 

103224 610112209 蘇元貞 英語碩士班三年級 英文科 

103225 610212201 許雅淳 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3226 610212204 林怡君 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3227 610212210 陳怡君 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3228 610212302 賴姵臻 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3229 810012107 連文伶 英語博士班四年級 英文科 

103230 610312207 林子鈞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3231 610312205 林煥斌 英語學系碩士班 英文科 

103232 M10222705 曹羽涵 夜間應用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3233 M10222702 蘇展瑩 夜間應用英語碩士班二年級 英文科 

103234 410162013 張維光 事業經營系三年級 英文科 

103235 410014044 張媛絜 地理系四年級 地理科 

103236 410114039 蘇怡如 地理系三年級 地理科 

103237 410214022 邱兆乾 地理系二年級 地理科 

103238 410214029 張染翰 地理系二年級 地理科 



103239 410214038 林佳瑩 地理系二年級 地理科 

103240 610214014 鍾念宏 地理碩士班二年級 地理科 

103241 410212053 石幸宜 英語學系二年級乙班 英文科 

 

  



103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一丙                                     導師：吳明隆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3301 610111008 林智義 國文碩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3302 610111009 吳蓉彥 國文碩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3303 610311011 陳雅婷 國文碩士班 國文科 

103304 610311005 羅文強 國文碩士班一年級 國文科 

103305 810111008 郭繐綺 國文博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3306 810211004 嚴崑晉 國文博士班二年級 國文科 

103307 810311005 黃筠雅 國文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國文科 

103308 410111224 黃琪雯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3309 410111226 方翊芸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3310 410111230 楊佩儒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3311 410111238 王天欣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3312 410111242 占錦輝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三年級 國文科 

103313 410211201 王彥翔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14 410211202 楊璦慈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15 410211203 李子芸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16 410211204 張效溱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17 410211205 洪孟羚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18 410211206 楊德鴻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19 410211207 陳意雯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0 410211211 黃奕齊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1 410211212 張天馨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2 410211213 邱慶萱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3 410211214 蘇微涵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4 410211216 何惠楨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5 410211224 顏秀穎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6 410211227 林雅芬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7 410211228 李庭汝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一年級 國文科 

103328 410211229 張菀婷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29 410211230 李廼瑩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30 410211231 王如意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31 410211235 張美涵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32 410211239 蔡孟愉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33 410211240 朱羽湘 國文系應用中文組二年級 國文科 

103334 610217006 林宜貞 經學碩士班二年級 國文科 

103335 610317003 吳喬欣 經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文科 

103337 610216202 潘逸嫻 臺研碩士班二年級 國文科 

103338 610118005 李羿妏 華語碩士班三年級 國文科 



103339 610218008 林佩璇 華語碩士班二年級 國文科 

103340 610219007 陳美伶 客家碩士班二年級 國文科 

103341 610319007 黃彥儒 客家碩士班一年級 國文科 

 

  



103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名單 

班級：中教一丁                                     導師：凃金堂老師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中等師資類科 

103401 410291005 彭涵圓 美術系二年級 美術科 

103402 410291008 王雅琪 美術系二年級 美術科 

103403 410291014 張芸慈 美術系二年級 美術科 

103404 410291026 羅哲芳 美術系二年級 美術科 

103405 410193027 李珮寧 視設系三年級 美術科 

103406 410293035 陳姿棻 視設系二年級 美術科 

103407 610193014 蕭瑀玫 視設系碩士班一年級 美術科 

103409 410292022 鄒家蓁 音樂系二年級 音樂科 

103410 610292014 蔡緗瑋 音樂碩士班二年級 音樂科 

103411 610292017 陳姵瑄 音樂碩士班二年級 音樂科 

103412 610051011 趙辰宗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3413 610151019 郭婷宇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3414 610251003 魏綺瑩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3415 610251021 林宛萱 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3416 610258014 劉家伶 性別碩士班二年級 國中輔導 

103417 610358001 洪培忻 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輔導科 

103418 410057039 魏君如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3419 410057046 林海心 體育系四年級 體育科 

103420 410157001 陳廷瑋 體育系三年級 體育科 

103421 410157021 李宇偉 體育系三年級 體育科 

103422 410157022 林暐哲 體育系三年級 體育科 

103423 410257002 柯辰宜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24 410257004 鞠涵竣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25 410257017 王榮斌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26 410257028 林松佐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27 410257029 陳奕凡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28 410257032 林晏誠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29 410257037 李沛臻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30 410257040 林佩萱 體育系二年級 體育科 

103431 610057103 謝明憬 體育碩士班四年級 體育科 

103432 M10359106 楊佳穎 週末體育碩士班一年級 體育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