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業知能板書檢定 1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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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班三年級 詹子平 

2.  視覺藝術學系 一年級 黃名菉 

3.  教育學系 二年級 王妃暄 

4.  教育學系 四年級 張書瑋 

5.  教育學系 二年級 邱映瑜 

6.  教育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張智晴 

7.  教育學系 二年級 蔡佩妤 

8.  教育學系 二年級 吳子珩 

9.  教育學系 二年級 許翔鈞 

10.  中國文學系 二年級 潘冠瑄 

11.  中國文學系 三年級 黃筱蓉 



12.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林子筠 

13.  特殊教育學系 三年級 李郁錕 

14.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薛沛青 

15.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凃瀞元 

16.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陳冠霖 

17.  幼兒教育學系 三年級 鍾孟芸 

18.  幼兒教育學系 三年級 余汝芸 

19.  教育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蕭岑紜 

20.  教育學系碩士班 二年級 黃鈺婷 

21.  外國語言學系 一年級 徐芷涵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業知能板書檢定 1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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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學系 四年級 林易成 

2 中國文學系 二年級 張凱淇 

3 中國文學系 二年級 丁鈺 

4 教育學系 二年級 沈泳霈 

5 教育學系 二年級 林芊妤 

6 教育學系 三年級 張鉉苹 

7 教育學系 三年級 黃偉哲 

8 幼兒教育學系 三年級 李惠穎 

9 幼兒教育學系 三年級 吳慧淳 

10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三年級 王品蓁 

11 教育學系 四年級 蔡佳霖 



12 外國語音學系英語教學組 三年級 劉沐慈 

13 教育學系 一年級 王學緹 

14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盧欣依 

15 教育學系 一年級 林郁庭 

16 教育學系 一年級 黃慧津 

17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碩一 李丁在 

18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二年級 吳承翰 

19 中國文學系 三年級 許馨予 

20 教育學系 四年級 趙傳哲 

21 特殊教育學系 二年級 羅亦寧 

22 特殊教育學系 二年級 陳珮曦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業知能板書檢定 109/03/25 

第三梯次 15：20～1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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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林佳憬 

2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譚宥芯 

3 教育學系 二年級 周子珣 

4 教育學系 一年級 沙奕霆 

5 教育學系 一年級 王林昕 

6 教育學系 四年級 陳曇秋 

7 教育學系 三年級 潘茠汶 

8 教育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 廖雅淑 

9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林庭慈 

10 特殊教育學系 一年級 楊沛蓉 

11 特殊教育學系 三年級 王坤龍 



12 特殊教育學系 三年級 彭展塵 

13 中國文學系 二年級 沈郁翔 

14 特殊敎育學系 二年級 蔡宜樺 

15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四年級 蔡湯慧 

16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四年級 江忻瑜 

17 特殊教育學系 二年級 吳宜珈 

18 特殊教育學系 ㄧ年級 謝雨蓁 

19 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年級 吳念真 

20 特殊教育學系 二年級 王韋傑 

21 教育學系 三年級 潘茠汶 

22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三年級 徐列志 

23 教育學系碩專班 二年級 董惠文 

24 教育學系碩專班 二年級 廖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