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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公告 
 

 

 

主旨：公告本校 2020 年師資生國外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甄選錄取名單 

依據：2020年師資生國外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甄選結果 

公告事項： 

一、20202年師資生國外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甄選錄取名單，依考生名次

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順序排列。 

二、錄取名單係依本次甄選簡章訂定之錄取名額完成正、備取，實際參與國外教

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者，經通過本校錄取後，仍需經合作之國外教育機

構審核並同意後，方可赴國外進行教育見習活動。 

三、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規定

辦理。 

【A1】師資生赴加拿大教育見習計畫 

（擇優正取 3名，正取 5名，增額錄取 2名，備 4 取名） 

擇優正取 英語學系碩士班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英語學系  

 
林鈺庭 鍾子謙 盧俞雯  

正取 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班 物理學系碩士班 國文學系 英語學系 

 
張庭瑄 廖宇新 陶昱辰 蔡艾樺 

 英語學系    

 
陳孜旻    

增額錄取 華語文教學系 英語學系   

 
彭于珊 鄭雁怡   

備取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教育學系 英語學系 

 
林盈劭 林佳穎 黃宛瑩 何沐晨 

 

【A2】師資生赴瑞典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6名，備取 4名） 

正取 英語學系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華語文教學系 體育學系 

 姜靜 鍾子謙 林玉昕 林子皓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英語學系碩士班   

 林佳穎 陳姸彣   

備取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國文學系 英語學系 

 黃宛瑩 林齊薇 陶昱辰 陳孜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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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師資生赴新加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2名，備取 0名） 

正取 數學系 教育學系   

 辜莉婷 黃宛瑩   

 

【A4】師資生赴日本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8名，備取 3名） 

正取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物理學系 體育學系 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 

 洪瀅茜 龔科銘 莊孋晏 曾鈺娟 

 物理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英語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鄧宇敦 劉妙玟 陳孜旻 林佩姍 

備取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 教育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  

 范育綺 梁千柔 梁英聰  

 

【A5】師資生赴香港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1名，備取 0名） 

正取 國文學系    

 劉俞伶    

 

【B1】師資生赴中國上海臺商子女學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4名，備取 2名） 

正取 教育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英語學系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系 

 張育慈 劉妙玟 陳姸彣 彭于珊 

備取 教育學系 數學系   

 柯佳吟 陳郁柔   

 

【B2】師資生赴中國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4名，備取 0名） 

正取 教育學系 數學系 數學系 音樂學系 

 張育慈 陳郁柔 辜莉婷 李姵萱 

 

【B3】師資生赴中國東莞臺商子弟學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2名，備取 0名） 

正取 資訊工程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   

 蔡妤涓 黃冠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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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師資生赴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6名，備取 4名） 

正取 體育學系 教育學系 生命科學系 物理學系 

 林俐 李育儒 許君咏 林柏全 

 教育學系 體育學系   

 許天慈 蕭佳琪   

備取 教育學系 英語學系 物理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柯佳吟 藍季淳 郭佳燕 黃子芸 

 

【B5】師資生赴印尼泗水臺灣學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6名，備取 0名） 

正取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機電工程學系 體育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 

 楊翊勤 施逸祥 林俐 張惠甄 

 物理學系 國文學系   

 諸元浩 林怡如 
  

 

【B6】師資生赴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4名，備取 4名） 

正取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國文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李映萱 李育儒 紀樂鎂 黃子芸 

備取 體育學系 數學系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林俐 陳郁柔 黃宛瑩 劉語馨 

 

【B7】師資生赴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育見習計畫 

（正取 4名，備取 4名） 

正取 特殊教育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 物理學系 教育學系 

 康維真 范育綺 諸元浩 劉語馨 

備取 體育學系 數學系 體育學系 國文學系 

 林俐 辜莉婷 林科宇 謝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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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師資生赴泰國國際史懷哲計畫 

（正取 3名，備取 1名） 

正取 教育學系 華語文教學系系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班  

 黃子溶 張庭瑄 周嘉翎  

備取 華語文教學系    

 李佳昀    

 

其他重要說明事項： 

一、請正取生自 2019年 12月 2日（星期一）至 12月 6日（星期五）上午 11時止，

至 https://forms.gle/DS57DJokzG4Fr5bS6 辦理基本資料線上登錄暨確認報到手續，

逾期視同放棄，不得異議。 

二、線上報到時應上傳下列文件資料，缺漏任何一項者，視同未完成報到程序： 

1.最近 6個月內所攝彩色正面、脫帽、五官清晰、白色背景之護照專用相片電子

檔。 

2.有效護照中個人資料頁電子檔。 

三、錄取師資生赴境外臺校教育見習計畫者，請上傳有效卡式臺胞證正反面影本電子

檔。 

三、依規定同時錄取一個以上國外教育見習與國際史懷哲計畫者，僅能擇一錄取並辦

理報到作業；擇定錄取計畫並完成報到程序後，即不接受更改；各計畫若有缺額，

由備取生遞補之。 

四、備取生遞補作業依簡章說明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