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專業知能板書檢定 108/05/01 

第一梯次 13：20～13：40 

※ 請攜帶學生證，於考試前十分鐘完成報到並出示學生證，遲到者不予入場。 

※ 請記住自己的序號，考試時將依照序號排位置並進行評分！ 

※ 參加檢定需請公假者，請於檢定時攜帶公假單至考場由特教系核章。 

序號 科系 年級 姓名 

1 教育學系 ㄧ年級 傅若寧 

2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李謦帆 

3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莊旻靜 

4 特殊教育學系 三年級 楊家茜 

5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葉乙頡 

6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二 許以亭 

7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侯文萍 

8 教育學系 三年級 鄭宇宸 

9 教育學系 一年級 許羿鵑 

10 體健休所 一年級 黃星翰 

11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徐詩萍 



12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余純嫣 

13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許淑雅 

14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陳俞潔 

15 特殊教育學系 ㄧ年級 許珮音 

16 教育學系 ㄧ年級 曾少茵 

17 幼兒教育學系 三年級 陳芳瑩 

18 教育學系 二年級 詹芳慈 

19 幼兒教育學系 三年級 林思婷 

20 教育學系 ㄧ年級 廖苡淳 

21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徐唯喨 

22 教育學系 二年級 蘇群善 

23 教育學系 二年級 謝佩珊 

24 教育學研究所 一年級 廖倪岑 

25 教育學系 二年級 黃獻毅 

26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唐嘉鴻 

27 教育研究所 一年級 陳姿瑛 

28 教育學系 三年級 周子瑄 

29 教育學系 三年級 彭冠曄 

30 輔導與諮商學系 三年級 楊育綺 



3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四年級 鄭伊婷 

32 教育學系 二年級 林千歆 

33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柳怡亘 

34 教育學系 二年級 楊子慶 

35 幼兒教育學系 三年級 黃莉蓁 

36 教育學系 四年級 林玟汝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專業知能板書檢定 108/05/01 

第二梯次 14：20～14：40 

※ 請攜帶學生證，於考試前十分鐘完成報到並出示學生證，遲到者不予入場。 

※ 請記住自己的序號，考試時將依照序號排位置並進行評分！ 

※ 參加檢定需請公假者，請於檢定時攜帶公假單至考場由特教系核章。 

序號 科系 年級 姓名 

1 教育學系 三年級 康雅涵 

2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嚴心妤 

3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史馨茹 

4 教育學系 一年級 曾芝玲 

5 教育學系 四年級 王文成 

6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蔡月燕 

7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林柏陞 

8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蕭伊婷 

9 教育學系 二年級 黃意雯 

10 中國文學系 一年級 許采瑄 

11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林進義 



12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梁民義 

13 兔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洪蕾欣 

14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李蕎 

15 幼兒教育學系系 三年級 吳沂芊 

16 教育學系 二年級 王家琁 

17 特殊教育 ㄧ年級 葉旆萱 

18 幼兒教育學系 四年級 高瑜謙 

19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何晨瑋 

20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王鈺硯 

21 教育學系 四年級 余筱筑 

22 教育學系 四年級 許鈺婷 

23 外國語言學系 三年級 陳薇 

24 輔導與諮商學系 四年級 蔡貴如 

25 特殊教育學系 ㄧ年級 陳思宜 

26 特殊教育學系 ㄧ年級 何沂臻 

27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柯孜樺 

28 中國文學系 一年級 許采瑄 

29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吳俊彥 

30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周妍佑 



31 教育學系 四年級 林宗憲 

32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謝煜慧 

33 特殊教育學系 ㄧ年級 李鎧妅 

34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何孋姍 

35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周昱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