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特殊教育學系 

專業知能板書檢定錄取名單 

檢定時間：108 年 05 月 01 日（三）13：20～16：10 

檢定地點：人文館中文系五樓 J505 書法教室 

※ 本次檢定開放三梯次共 90 位名額，此為報名錄取名單，請見

「檢定梯次表」查詢檢定梯次與時間。 

網路表單報名時間 科系 年級 姓名 

2019/4/1 上午 9:00:03 教育學系 一年級 傅若寧 

2019/4/1 上午 9:00:03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李謦帆 

2019/4/1 上午 9:00:03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莊旻靜 

2019/4/1 上午 9:00:03 特殊教育學系 三年級 楊家茜 

2019/4/1 上午 9:00:03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葉乙頡 

2019/4/1 上午 9:00:03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二 許以亭 

2019/4/1 上午 9:00:04 教育學系 三年級 康雅涵 

2019/4/1 上午 9:00:04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侯文萍 

2019/4/1 上午 9:00:04 教育學系 三年級 鄭宇宸 

2019/4/1 上午 9:00:04 教育學系 一年級 許羿鵑 

2019/4/1 上午 9:00:04 體健休所 一年級 黃星翰 

2019/4/1 上午 9:00:04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徐詩萍 

2019/4/1 上午 9:00:05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謝煜慧 

2019/4/1 上午 9:00:05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余純嫣 

2019/4/1 上午 9:00:05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許淑雅 

2019/4/1 上午 9:00:05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陳俞潔 

2019/4/1 上午 9:00:05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嚴心妤 

2019/4/1 上午 9:00:06 特殊教育學系 ㄧ年級 許珮音 

2019/4/1 上午 9:00:08 教育學系 ㄧ年級 曾少茵 

2019/4/1 上午 9:00:09 幼兒教育學系 三年級 陳芳瑩 

2019/4/1 上午 9:00:10 教育學系 二年級 詹芳慈 

2019/4/1 上午 9:00:11 幼兒教育學系 三年級 林思婷 

2019/4/1 上午 9:00:19 教育學系 ㄧ年級 廖苡淳 

2019/4/1 上午 9:00:23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徐唯喨 



2019/4/1 上午 9:00:40 教育學系 二年級 蘇群善 

2019/4/1 上午 9:00:41 教育學系 二年級 謝佩珊 

2019/4/1 上午 9:00:50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王鈺硯 

2019/4/1 上午 9:00:57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史馨茹 

2019/4/1 上午 9:01:07 教育學研究所 一年級 廖倪岑 

2019/4/1 上午 9:01:48 教育學系 四年級 林宗憲 

2019/4/1 上午 9:02:02 教育學系 二年級 黃獻毅 

2019/4/1 上午 9:02:15 教育學系 一年級 曾芝玲 

2019/4/1 上午 9:03:25 教育學系 二年級 唐嘉鴻 

2019/4/1 上午 9:04:03 教育研究所 一年級 陳姿瑛 

2019/4/1 上午 9:07:49 教育學系 三年級 周子瑄 

2019/4/1 上午 9:07:55 教育學系 三年級 彭冠曄 

2019/4/1 上午 9:11:14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李鎧妅 

2019/4/1 上午 9:27:10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四年級 鄭伊婷 

2019/4/1 上午 9:33:22 教育學系 二年級 林千歆 

2019/4/1 上午 9:34:09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柳怡亘 

2019/4/1 上午 10:12:32 教育學系 四年級 王文成 

2019/4/1 上午 10:31:55 教育學系 二年級 楊子慶 

2019/4/1 上午 10:33:50 特殊教育 一年級 何孋姍 

2019/4/1 上午 10:35:02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周昱安 

2019/4/1 上午 10:37:35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蔡月燕 

2019/4/1 上午 10:38:47 教育學系 四年級 余筱筑 

2019/4/1 上午 10:48:23 輔導與諮商學系 三年級 楊育綺 

2019/4/1 上午 10:56:06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林柏陞 

2019/4/1 上午 11:03:03 教育學系 四年級 林玟汝 

2019/4/1 上午 11:47:00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蕭伊婷 

2019/4/1 上午 11:53:41 教育學系 二年級 黃意雯 

2019/4/1 下午 12:16:57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何沂臻 

2019/4/1 下午 12:17:37 中文系 一年級 許采瑄 

2019/4/1 下午 12:29:59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林進義 

2019/4/1 下午 12:30:13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梁民義 

2019/4/1 下午 1:12:22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洪蕾欣 

2019/4/1 下午 1:43:05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李蕎 

2019/4/1 下午 6:11:00 教育學系 四年級 許鈺婷 

2019/4/1 下午 10:35:06 幼兒教育學系 三年級 吳沂芊 

2019/4/2 上午 1:55:36 教育學系 二年級 王家琁 

2019/4/2 上午 5:24:57 幼兒教育學系 三年級 黃莉蓁 



2019/4/2 下午 3:00:58 特殊教育 ㄧ年級 葉旆萱 

2019/4/2 下午 11:27:44 幼兒教育學系 四年級 高瑜謙 

2019/4/3 下午 11:14:59 外國語言學系 三年級 陳薇 

2019/4/5 上午 12:43:50 輔導與諮商學系 四年級 蔡貴如 

2019/4/8 下午 2:11:21 特殊教育學系 ㄧ年級 陳思宜 

2019/4/9 下午 8:31:20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嚴心妤 

2019/4/9 下午 8:35:28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何沂臻 

2019/4/9 下午 9:39:55 特殊教育學系 二年級 柯孜樺 

2019/4/9 下午 9:54:49 中國文學系 一年級 許采瑄 

2019/4/9 下午 10:09:58 特殊教育學系 一年級 吳俊彥 

2019/4/11 上午 10:10:52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周妍佑 

2019/4/11 上午 10:10:54 外國語言學系 四年級 何晨瑋 

 中正大學歷史系 四年級 黃柏慧 

    

    

    

    

    

    

    

    

    

    

    

    

    

※ 本次檢定開放三梯次共 90 位名額，此為報名錄取名單，請見

「檢定梯次表」查詢檢定梯次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