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就讀系所全銜 系級 學號

1 駱O黎 國文系 國文109 40520230L

2 李O廷 國文學系 國文系109 40520236L

3 謝O真 歷史學系 歷史110 40622018L

4 吳O曉 國語文系 國文110 40620120L

5 陳O瑄 音樂學系 音樂108 40490133M

6 雷O叡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234L

7 劉O伶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127L

8 郭O宜 歷史學系 歷史108 40422055L

9 許O慈 教育學系 教育108 40400211E

10 邱O軒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華語108 40485203I

11 莊O堯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領107 40307103E

12 莊O誼 教育學系&國文學系 教育109 40500204E

13 黃O萱 資訊教育研究所 資訊106 60608007E

14 鍾O雯 美術系 美術104 40060007T

15 蕭O芸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205L

序號 姓名 就讀系所全銜 系級 學號

1 郭O瑋 化學系 化學碩 60842068S

2 張O芸 教育學系 教育110 40700902E

3 郭O廷 化學系 化學107 40342051S

4 洪O伶 化學系 化學107 40342026S

5 吳O穎 美術學系 美術109 40560112T

6 蔡O臻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心輔109 40501009E

7 童O羽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113L

8 顧O 圖文傳播學系 圖傳110 40672002H

9 葉O宇軒 英語學系 英語111 40721213L

10 黃O茹 教育學系 教育108 40400221E

11 陳O廷 物理系 物理111 40741222S

12 黃O溶 教育學系 教育109 40500106E

13 張O維 歷史學系 歷史110 40622004L

109年度師資生教學實務「教學演示」能力檢測暨教師甄試模擬口試旁聽

場次一(教學演示)　錄取名單

109年度師資生教學實務「教學演示」能力檢測暨教師甄試模擬口試旁聽

場次一(模擬口試)　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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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就讀系所全銜 系級 學號

1 郭O瑋 化學系 化學碩 60842068S

2 曾O競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領111 40707214E

3 黃O傑 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班 華文108 60884029I

4 羅O瑋 教育學系 教育108 40400210E

5 許O慈 教育學系 教育108 40400211E

6 吳O穎 美術學系 美術109 40560112T

7 莊O誼 教育學系&國文學系 教育109 40500204E

8 駱O 英語系 英語教學碩班 60521077L

9 鍾O雯 美術系 美術104 40060007T

10 蔡O臻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心輔109 40501009E

11 顧O 圖文傳播學系 圖傳110 40672002H

12 高O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329L

13 廖O誼 歷史學系 歷史109 F129891036

14 游O鈞 數學所 碩二 60740037S

15 黃O茹 教育學系 教育108 40400221E

序號 姓名 就讀系所全銜 系級 學號

1 駱O黎 國文系 國文109 40520230L

2 李O廷 國文學系 國文系109 40520236L

3 謝O真 歷史學系 歷史110 40622018L

4 廖O芳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人發108 40406237E

5 吳O曉 國語文系 國文110 40620120L

6 李O宣 設計學系 設計碩班107 60568007T

7 陳O瑄 音樂學系 音樂108 40490133M

8 郭O廷 化學系 化學107 40342051S

9 雷O叡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234L

10 劉O伶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127L

11 郭O宜 歷史學系 歷史108 40422055L

12 洪O伶 化學系 化學107 40342026S

13 莊O堯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領107 40307103E

14 黃O萱 資訊教育研究所 資訊106 60608007E

15 蕭O芸 國文學系 國文109 40520205L

109年度師資生教學實務「教學演示」能力檢測暨教師甄試模擬口試旁聽

場次二(教學演示)　錄取名單

109年度師資生教學實務「教學演示」能力檢測暨教師甄試模擬口試旁聽

場次二(模擬口試)　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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