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1 童皆諭 9:30~9:5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面試時間 

S11001 童皆諭 9:50~10:0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2 呂怡蓁 10:00~10:2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面試時間 

S11002 呂怡蓁 10:20~10:3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3 呂定儒 10:30~10:5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面試時間 

S11003 呂定儒 10:50~11:0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4 簡至悅 11:00~11:2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面試時間 

S11004 簡至悅 11:20~11:3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5 康淑娟 11:30~11:5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面試時間 

S11005 康淑娟 11:50~12:0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6 李晟均 13:00~13:2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面試時間 

S11006 李晟均 13:20~13:3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7 郭韋宏 13:30~13:5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面試時間 

S11007 郭韋宏 13:50~14:0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8 黃丰乃 14:00~14:2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面試時間 

S11008 黃丰乃 14:20~14:3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0學年度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加註自然專長， 

並修習體育相關 20學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教學演示及面試時程表 

時間：110年 8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起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教學演示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教學演示時間 

S11009 王建中 14:30~14:50 

 

面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面試時間 

S11009 王建中 14:50~15:00 

※請考生提早 1小時前至科學館 I110教室辦理報到手續。 

※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攜帶准考證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以進行身分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