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學系 

硬筆字工作坊錄取名單 

通 知 

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5日 

聯 絡 人：林心柔小姐 

連絡電話：民雄校區 1801 

    本學系於 108年 4月 12日（五）及 4月 19日（五）15：20-17：

10，於民雄校區教育館 B03-104教室，辦理師資生硬筆字研習，且 5

月 3日（五）同時段、地點舉行硬筆字檢定。一、因研習名額有限，

無法完整參與兩場次研習的同學，請將研習機會讓給後續遞補同學。

二、請錄取研習同學親自於今日起至 2月 27日(三)前至初教館三樓

教育系系辦簽名確定報名成功。未簽名完成報名確認之同學視同放棄

研習資格，名額由候補同學遞補。敬請轉知系上師資生至本學系網頁

最新消息觀看。    

 祝    順安！ 

此致 

師範學院所屬各系 

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 

師培中心 

                                 教育學系敬啟 

108.2.25 



序號 科系 年級 學號 姓名

1 教育學系 四年級 1043578 李佳彧

2 教育學系 二年級 1063567 劉育廷

3 教育學系研究所 一年級 1070673 陳姿瑛

4 輔導與諮商學系 四年級 1043787 蔡貴如

5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研究所 二年級 1060901 許以亭

6 教育學系研究所 一年級 1070672 廖倪岑

7 中國文學系研究所 二年級 1061003 楊琬淇

8 特殊教育學系 二年級 1064834 顏姿卉

9 輔導與諮商學系 二年級 1063771 黃育柔

10 教育學系 二年級 1063553 劉紜嘉

11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9 沈泳霈

12 外國語言學系 二年級 1064044 李育菱

13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83 邱映瑜

14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81 林芊妤

15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08 傅若寧

16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11 曾少茵

17 外國語言學系 四年級 1044103 白尚昀

18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07 廖苡淳

19 教育所（師培小教） 三年級 1050938 龔毅玲

20 外國語言學系 二年級 1064076 蘇昱菁

21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8 王妃暄

22 輔導與諮商學系 三年級 1063784 林俞凱

23 外國語言學系 二年級 1064077 黃彥菱

24 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四年級 s1040816 洪愷德

25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4 許羿鵑

26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1061004 金姵妏

27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72 吳宜珈

28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73 蔡宜樺

29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54 莊旻靜

30 外國語言學系研究所 二年級 1061030 郭瑾融

31 外國語言學系 三年級 1055046 李怡萱

32 教育學系 四年級 1043546 王弘宇

33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二年級 1060869 張美慧

34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57 葉旆萱

35 教育學系 三年級 1053558 陳志霈

36 外國語言學系 四年級 1044077 曾郁丹

37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三年級 1051061 陳佳旻

38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85 趙千儀

39 教育學系 二年級 1063554 張晉愷

40 外國語言學系 三年級 1054062 李明霜



41 教育學系研究所 二年級 1067482 陳昱瑄

42 教育學系 二年級 1063569 張鉉苹

43 教育學系 二年級 1063568 黃偉哲

44 教育學系研究所 二年級 1067484 陳芷淳

45 輔導與諮商學系 一年級 1070621 蕭雅琦

46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90 方怡琇

47 外國語言學系 三年級 1054064 謝騏卉

48 外國語言學系 三年級 1054061 陳庭玫

49 外國語言學系 三年級 1054081 陳薇

50 外國語言學系 三年級 1054080 柯俞臻

51 教育學系研究所 二年級 1067459 辜建嘉

52 教育學系研究所 二年級 1060839 侯雅云

53 輔導與諮商學系 二年級 1063792 黃思萍

54 特殊教育學系 三年級 1053640 陳彥呈

55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95 彭珮筑

56 教育學系 三年級 1053557 翁東巨

57 外國語言學系 一年級 1073993 陳妙榆

58 外國語言學系 一年級 1073992 蔡虹婷

59 教育學系 三年級 1053546 蔡佳霖

60 外國語言學系 四年級 1044066 何晨瑋

61 外國語言學系 四年級 1044038 周妍佑

62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二年級 1063829 徐列志

63 外國語言學系 四年級 1034048 謝明芳

64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二年級 1063859 葉子嘉

65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3 張育瑄

66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5 許家瑜

67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7 劉佳媖

68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2 曾芝玲

69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71 陳薇年

70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06 趙芹誼

71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05 黃如茵

72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500 鄧伃軒

73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94 吳苡甄

74 教育學系 一年級 1073493 陳青宜

75 幼兒教育學系 三年級 1053717 林子新

76 外國語言學系 四年級 1044040 楊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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