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輔導師資生教師資格考試應試科目實施計畫 

【107 學年度教師資格考試輔導班報名錄取名單公告】 

 

各學程學生參與課程須知： 

1. 每日課程錄取小教 45 名、中教 45 名，共計正取 90 名，備取數名。 

2. 錄取資格及順序以報名時間及師培中心具師資生資格者優先錄取。 

3. 經錄取後若不克參加，請務必於課程開始前，撥電至課程組告知。 

4. 錄取者無故遲到 15 分鐘或缺席，即取消參與當天及後續課程資格，將

聯繫備取者遞補上課。 

5. 午餐需自理，飲水請同學自帶水杯。 

 

中等教育學程錄取名單如下 

排序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上午) 

第五天 

(下午) 

1 陳誌宏 陳誌宏 陳誌宏 陳誌宏 陳誌宏 楊馥甄 

2 陳禾云 陳禾云 陳禾云 陳禾云 陳禾云 陳柏翰 

3 金姵妏 金姵妏 金姵妏 金姵妏 金姵妏 許喬珉 

4 彭歆庭 彭歆庭 彭歆庭 彭歆庭 彭歆庭 范雅婷 

5 黃秀庭 黃秀庭 黃秀庭 黃秀庭 黃秀庭 邱正一 

6 楊琬淇 楊琬淇 楊琬淇 楊琬淇 楊琬淇 林柏叡 

7 吳佩瑾 吳佩瑾 吳佩瑾 吳佩瑾 吳佩瑾 賈育珊 

8 郭宛貞 郭宛貞 郭宛貞 郭宛貞 郭宛貞 鄭伊婷 

9 江聖欣 江聖欣 江聖欣 江聖欣 江聖欣 王汶煖 

10 謝喻亘 謝喻亘 謝喻亘 謝喻亘 謝喻亘 (此為小教考

科，因名額

有限，故不

予錄取)   

11 黃琇慈 黃琇慈 黃琇慈 黃琇慈 黃琇慈 

12 陳力銓 陳力銓 陳力銓 陳力銓 陳力銓 

13 黃弘儒 黃弘儒 黃弘儒 黃弘儒 黃弘儒 

14 劉宜旻 劉宜旻 吳岡倫 吳岡倫 吳岡倫 

15 吳岡倫 吳岡倫 陳柏彰 陳柏彰 陳柏彰 

16 陳柏彰 陳柏彰 藍婉禎 藍婉禎 藍婉禎 

17 藍婉禎 藍婉禎 劉佳昕 劉佳昕 劉佳昕 

18 劉佳昕 劉佳昕 王怡文 王怡文 王怡文 

19 王怡文 王怡文 陳鈺欣 陳鈺欣 吳佩蕓 

20 陳鈺欣 陳鈺欣 吳佩蕓 吳佩蕓 李承澤 

21 吳佩蕓 吳佩蕓 李承澤 李承澤 楊馥甄 



22 李承澤 李承澤 楊馥甄 楊馥甄 吳安妮 

23 莊鈺如 莊鈺如 吳安妮 吳安妮 杜潔茜 

24 楊馥甄 楊馥甄 杜潔茜 杜潔茜 林郁庭 

25 吳安妮 吳安妮 林郁庭 林郁庭 李昀瑾 

26 杜潔茜 杜潔茜 李昀瑾 李昀瑾 陳秋蘭 

27 林郁庭 林郁庭 陳秋蘭 陳秋蘭 陳柏翰 

28 李昀瑾 李昀瑾 陳柏翰 陳柏翰 龔琪涵 

29 陳秋蘭 陳秋蘭 龔琪涵 龔琪涵 馬瑞麟 

30 陳柏翰 陳柏翰 馬瑞麟 馬瑞麟 許喬珉 

31 龔琪涵 龔琪涵 許喬珉 許喬珉 李殷如 

32 馬瑞麟 馬瑞麟 李殷如 李殷如 郭熒鎣 

33 許喬珉 許喬珉 郭熒鎣 郭熒鎣 翁詩婷 

34 李殷如 李殷如 翁詩婷 翁詩婷 莫肇慈 

35 郭熒鎣 郭熒鎣 莫肇慈 莫肇慈 陳侑卉 

36 翁詩婷 翁詩婷 陳侑卉 陳侑卉 洪郁惠 

37 莫肇慈 莫肇慈 洪郁惠 洪郁惠 林子婷 

38 陳侑卉 陳侑卉 林子婷 林子婷 許登基 

39 洪郁惠 洪郁惠 許登基 許登基 張靜宜 

40 林子婷 林子婷 范雅婷 范雅婷 范雅婷 

41 許登基 范雅婷 丁偉哲 丁偉哲 蔡易霖 

42 范雅婷 丁偉哲 曾毓貞 曾毓貞 陳美雲 

43 丁偉哲 曾毓貞 蔡易霖 蔡易霖 徐浩鈞 

44 曾毓貞 蔡易霖 陳美雲 陳美雲 邱正一 

45 蔡易霖 陳美雲 邱正一 徐浩鈞 蔡函佑 

以下備取 

46 陳美雲 蔡易霖 蔡函佑 蔡函佑 吳梁承 
 

47 徐浩鈞 陳美雲 吳梁承 吳梁承 黃意惠 
 

48 邱正一 邱正一 黃意惠 黃意惠 李筠思  

49 蔡函佑 蔡函佑 李筠思 李筠思 林柏叡  

50 吳梁承 吳梁承 林柏叡 林柏叡 王仁郁  

51 黃意惠 黃意惠 王仁郁 王仁郁 黃偉杰  

52 李筠思 李筠思 黃偉杰 黃偉杰 賈育珊 
 

53 林柏叡 林柏叡 賈育珊 賈育珊 鄭伊婷 
 

54 王仁郁 王仁郁 鄭伊婷 鄭伊婷 蘇育增  

55 黃偉杰 黃偉杰 蘇育增 蘇育增 陳雅君  



56 賈育珊 賈育珊 陳雅君 陳雅君 曾雯郁  

57 鄭伊婷 鄭伊婷 曾雯郁 曾雯郁 林欣柔 
 

58 蘇育增 蘇育增 林欣柔 林欣柔 王汶煖  

59 陳雅君 陳雅君 王汶煖 王汶煖 楊椀如 
 

60 曾雯郁 曾雯郁 楊椀如 楊椀如 劉姮怡 
 

61 林欣柔 林欣柔 劉姮怡 劉姮怡 曾郁文  

62 王汶煖 王汶煖 曾郁文 曾郁文 駱珮晴  

63 楊椀如 楊椀如 陳宏嘉 陳宏嘉 黃筱婷  

64 劉姮怡 劉姮怡 駱珮晴 許文娟 賴凰真  

65 曾郁文 曾郁文 劉又慈 駱珮晴 何吟真 
 

66 陳宏嘉 陳宏嘉 黃筱婷 劉又慈 謝佩芸 
 

67 許文娟 駱珮晴 賴凰真 黃筱婷 孫鈺婷  

68 駱珮晴 劉又慈 何吟真 賴凰真 蔡碩彬  

69 劉又慈 黃筱婷 謝佩芸 何吟真 林佩秀  

70 黃筱婷 賴凰真 孫鈺婷 謝佩芸 涂珊鳳  

71 賴凰真 何吟真 蔡碩彬 孫鈺婷 張莉娟 
 

72 何吟真 謝佩芸 涂珊鳳 蔡碩彬 張君維 
 

73 謝佩芸 孫鈺婷 張莉娟 涂珊鳳 江珮甄  

74 孫鈺婷 蔡碩彬 張君維 張莉娟 張菁耘  

75 蔡碩彬 涂珊鳳 江珮甄 張君維 陳紓嫺  

76 涂珊鳳 張莉娟 張菁耘 江珮甄 高芯苹  

77 張莉娟 張君維 陳紓嫺 張菁耘 黃柏翔 
 

78 江珮甄 江珮甄 黃柏翔 陳紓嫺 蔡佳均 
 

79 張菁耘 張菁耘 蔡佳均 高芯苹   

80 陳紓嫺 陳紓嫺  黃柏翔   

81 黃柏翔 黃柏翔  蔡佳均   

82  蔡佳均     

 

小學教育學程錄取名單如下 

排序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上午) 

第五天 

(下午) 

1 吳敏綺 吳敏綺 侯雅云 吳敏綺 吳敏綺 吳敏綺 

2 侯雅云 侯雅云 謝旻諭 侯雅云 林思瑜 林思瑜 

3 林思瑜 林思瑜 葉又嫙 林思瑜 謝旻諭 謝旻諭 

4 謝旻諭 謝旻諭 高恩伶 謝旻諭 龔彥綺 龔彥綺 



5 龔彥綺 龔彥綺 李佩茹 龔彥綺 高恩伶 高恩伶 

6 葉又嫙 葉又嫙 洪愷德 葉又嫙 李佩茹 李佩茹 

7 高恩伶 高恩伶 陳而佳 高恩伶 洪愷德 洪愷德 

8 李佩茹 李佩茹 許智丞 李佩茹 陳而佳 陳而佳 

9 洪愷德 洪愷德 劉采晴 洪愷德 許智丞 許智丞 

10 陳而佳 陳而佳 曾玉茹 陳而佳 王至臻 王至臻 

11 許智丞 許智丞 吳孟璇 許智丞 曹維真 劉采晴 

12 王至臻 王至臻 蔡蕎婷 王至臻 劉采晴 曾玉茹 

13 曹維真 劉采晴 白尚昀 曹維真 曾玉茹 吳孟璇 

14 劉采晴 曾玉茹 黃宣萍 劉采晴 吳孟璇 游佳玲 

15 曾玉茹 吳孟璇 劉華階 曾玉茹 游佳玲 蔡蕎婷 

16 吳孟璇 蔡蕎婷 楊依依 吳孟璇 蔡蕎婷 白尚昀 

17 游佳玲 白尚昀 蕭曉青 游佳玲 白尚昀 黃宣萍 

18 蔡蕎婷 黃宣萍 林正偉 蔡蕎婷 黃宣萍 楊依依 

19 白尚昀 劉華階 林妍樺 白尚昀 劉華階 林正偉 

20 黃宣萍 楊依依 劉万慈 黃宣萍 楊依依 林妍樺 

21 劉華階 蕭曉青 吳孟謙 劉華階 蕭曉青 劉万慈 

22 楊依依 林正偉 詹子平 楊依依 林妍樺 吳孟謙 

23 蕭曉青 林妍樺 許慧慧 蕭曉青 劉万慈 詹子平 

24 林正偉 劉万慈 錢惠珊 林正偉 吳孟謙 許慧慧 

25 林妍樺 吳孟謙 王美怡 林妍樺 詹子平 錢惠珊 

26 劉万慈 詹子平 曾暘涵 劉万慈 許慧慧 王美怡 

27 吳孟謙 許慧慧 林威丞 吳孟謙 沈家真 曾暘涵 

28 詹子平 錢惠珊 高欣采 詹子平 錢惠珊 林威丞 

29 許慧慧 王美怡 洪如薏 許慧慧 王美怡 高欣采 

30 沈家真 曾暘涵 林雅萍 沈家真 曾暘涵 謝靜雯 

31 錢惠珊 林威丞 王韻茹 錢惠珊 林威丞 洪如薏 

32 王美怡 高欣采 鄭玉萍 王美怡 高欣采 林雅萍 

33 曾暘涵 洪如薏 許瑋真 曾暘涵 謝靜雯 王韻茹 

34 林威丞 林雅萍 龔毅玲 林威丞 洪如薏 鄭玉萍 

35 高欣采 王韻茹 
1070753 

李宜芳 
高欣采 林雅萍 許瑋真 

36 謝靜雯 鄭玉萍 鄭雅惠 洪如薏 王韻茹 
1070753 

李宜芳 

37 洪如薏 許瑋真 陳佳旻 林雅萍 鄭玉萍 翁佩鈴 



38 林雅萍 龔毅玲 李妙瑟 王韻茹 許瑋真 鄭雅惠 

39 王韻茹 
1070753 

李宜芳 
翁紫珞 鄭玉萍 龔毅玲 陳佳旻 

40 鄭玉萍 鄭雅惠 劉怡岑 許瑋真 
1070753 

李宜芳 
李妙瑟 

41 許瑋真 陳佳旻 林家盈 龔毅玲 翁佩鈴 林家盈 

42 龔毅玲 李妙瑟 劉黃佩姍 
1070753 

李宜芳 
鄭雅惠 劉黃佩姍 

43 
1070753 

李宜芳 
翁紫珞 王子婕 鄭雅惠 陳佳旻 王子婕 

44 翁佩鈴 劉怡岑 林子婷 陳佳旻 李妙瑟 林子婷 

45 
鄭雅惠 林家盈 梁佳宸 李妙瑟 林家盈 

梁佳宸 
以下備取 

46 陳佳旻 劉黃佩姍 李宜芳 翁紫珞 劉黃佩姍 李宜芳 

47 李妙瑟 王子婕 李玟諭 劉怡岑 王子婕 李玟諭 

48 翁紫珞 林子婷 陳昱璇 林家盈 殷雅玲 呂孟芳 

49 劉怡岑 梁佳宸 李大有 劉黃佩姍 林子婷 陳昱璇 

50 林家盈 李宜芳 詹筑詠 王子婕 梁佳宸 李大有 

51 劉黃佩姍 李玟諭 張恩雅 林子婷 李宜芳 詹筑詠 

52 王子婕 陳昱璇 黃莉淇 梁佳宸 李玟諭 張恩雅 

53 林子婷 李大有 陳冠蓁 李宜芳 呂孟芳 黃莉淇 

54 梁佳宸 詹筑詠 翁琪茵 李玟諭 陳昱璇 蕭曉青 

55 李宜芳 張恩雅 蕭伊婷 陳昱璇 李大有 陳冠蓁 

56 李玟諭 黃莉淇 蔡佳紋 李大有 詹筑詠 翁琪茵 

57 呂孟芳 陳冠蓁 周靖皓 詹筑詠 張恩雅 蕭伊婷 

58 陳昱璇 翁琪茵 郭彥廷 張恩雅 黃莉淇 蔡佳紋 

59 詹筑詠 蕭伊婷 郭子瑄 黃莉淇 陳冠蓁 周靖皓 

60 黃莉淇 蔡佳紋 陳怡蓁 陳冠蓁 翁琪茵 郭彥廷 

61 陳冠蓁 周靖皓 葉子榆 翁琪茵 蕭伊婷 郭子瑄 

62 翁琪茵 郭彥廷 林姿妤 蕭伊婷 蔡佳紋 陳怡蓁 

63 蕭伊婷 郭子瑄 鍾秉君 蔡佳紋 周靖皓 葉子榆 

64 蔡佳紋 陳怡蓁 曾奕文 周靖皓 郭彥廷 林姿妤 

65 周靖皓 葉子榆 林宛萱 郭彥廷 郭子瑄 鍾秉君 

66 郭彥廷 林姿妤 吳浩瑀 郭子瑄 陳怡蓁 曾奕文 

67 郭子瑄 鍾秉君 莊博鈞 陳怡蓁 葉子榆 林宛萱 



68 陳怡蓁 曾奕文 黃友聖 葉子榆 林姿妤 吳浩瑀 

69 葉子榆 林宛萱 王常恩 林姿妤 鍾秉君 莊博鈞 

70 林姿妤 吳浩瑀 李昱岑 鍾秉君 曾奕文 黃友聖 

71 鍾秉君 莊博鈞 呂信泓 曾奕文 林宛萱 王常恩 

72 曾奕文 黃友聖 林毓庭 林宛萱 吳浩瑀 李昱岑 

73 林宛萱 王常恩 林麗君 莊博鈞 莊博鈞 呂信泓 

74 吳浩瑀 李昱岑 枋宛臻 黃友聖 黃友聖 林毓庭 

75 莊博鈞 呂信泓 黃瑀喬 王常恩 王常恩 枋宛臻 

76 黃友聖 林毓庭 宋俊慧 李昱岑 李昱岑 黃瑀喬 

77 王常恩 林麗君 石紹華 呂信泓 呂信泓 陳毓婕 

78 李昱岑 枋宛臻 魏郁恬 林毓庭 林毓庭 宋俊慧 

79 呂信泓 黃瑀喬 黃玉璇 林麗君 林麗君 石紹華 

80 林毓庭 宋俊慧 林宣妊 枋宛臻 枋宛臻 魏郁恬 

81 林麗君 石紹華 陳廷 黃瑀喬 黃瑀喬 黃玉璇 

82 枋宛臻 魏郁恬 江怡雯 陳毓婕 陳毓婕 林宣妊 

83 黃瑀喬 黃玉璇 楊于君 宋俊慧 宋俊慧 陳廷 

84 陳毓婕 林宣妊 陳妍蓁 石紹華 石紹華 江怡雯 

85 宋俊慧 陳廷 魏嘉萱 魏郁恬 魏郁恬 楊于君 

86 石紹華 江怡雯 吳俊緯 黃玉璇 黃玉璇 陳妍蓁 

87 魏郁恬 楊于君 劉子源 林宣妊 林宣妊 魏嘉萱 

88 黃玉璇 陳妍蓁 楊昀靜 陳廷 陳廷 吳俊緯 

89 林宣妊 魏嘉萱 蔡貴如 江怡雯 江怡雯 劉子源 

90 陳廷 吳俊緯 李姷陵 楊于君 楊于君 楊昀靜 
(以下備取) 

91 江怡雯 劉子源 袁豌育 陳妍蓁 陳妍蓁 蔡貴如 

92 楊于君 楊昀靜 林在岳 魏嘉萱 魏嘉萱 李姷陵 

93 陳妍蓁 蔡貴如 郭洛瑄 吳俊緯 吳俊緯 袁豌育 

94 魏嘉萱 李姷陵 李佳珊 劉子源 劉子源 郭洛瑄 

95 吳俊緯 袁豌育 李季凡 楊昀靜 楊昀靜 白宗翰 

96 劉子源 林在岳 王文廸 蔡貴如 蔡貴如 李佳珊 

97 楊昀靜 郭洛瑄 謝明宏 李姷陵 李姷陵 李季凡 

98 蔡貴如 白宗翰 莊凱帆 袁豌育 袁豌育 王文廸 

99 李姷陵 李佳珊 沈君儒 林在岳 郭洛瑄 謝明宏 

100 袁豌育 李季凡 簡愷呈 郭洛瑄 白宗翰 莊凱帆 

101 林在岳 王文廸 許鈺婷 白宗翰 李佳珊 簡愷呈 



102 郭洛瑄 謝明宏 李炯安 李佳珊 李季凡 許鈺婷 

103 白宗翰 莊凱帆 張有騰 李季凡 王文廸 李炯安 

104 李佳珊 簡愷呈 賴鍾姍 王文廸 謝明宏 張有騰 

105 李季凡 許鈺婷 
Wang 

Sheng Yin 
謝明宏 莊凱帆 賴鍾姍 

106 王文廸 李炯安  莊凱帆 簡愷呈 
Wang 

Sheng Yin 

107 謝明宏 張有騰 
 

沈君儒 許鈺婷 
 

108 莊凱帆 賴鍾姍 
 

簡愷呈 李炯安 
 

109 簡愷呈 
Wang 

Sheng Yin 

 
許鈺婷 張有騰 

 

110 許鈺婷   李炯安 賴鍾姍  

111 李炯安   張有騰 
Wang 

Sheng Yin 

 

112 張有騰   賴鍾姍   

113 賴鍾姍   Wang 

Sheng Yin 

  

114 
Wang 

Sheng Yin 

     

如有相關問題，請電洽主辦單位：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組 職務代理人小教/劉惠美，中

教 /張郁玲、陳慧真。電話：05-2263411 轉 1752 或 1753 ，或 E-mail 至

heimei1009@mail.ncyu.edu.tw，感謝您的配合。 

mailto:或E-mail至heimei1009@mail.ncyu.edu.tw
mailto:或E-mail至heimei1009@mail.ncy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