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107學年度教育學程導生名單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任教科別

EA071001 M061010002 鍾燕雪 中文系 國文科

EA071002 M076050017 潘東良 教育研究所 數學科

EA071003 M056050004 廖樂家 教育所 國文科

EA071004 M076050013 莊瑋綺 教育研究所 公民科

EA071005 N066070017 徐詩韻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公民科

EA071006 M074112034 朱品諭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公民科

EA071007 N066020013 吳英豪 政治所 公民科

EA071008 N076150001 黃聖楷 教育研究所 公民科

EA071009 M066050016 邱俊翰 教育所 生物科

EA071010 N066150021 林宸妤 教育研究所碩專班、劇場藝術系碩士班 高中表演藝術科

EA071011 M061020012 葉威廷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科

EA071012 D036070017 林馨愉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公民科

EA071013 M061030009 吳聖穎 音研所 音樂科

EA071014 B051060024 方淨萱 劇場藝術學系 國中表演藝術科

EA071015 B062030011 楊元喆 物理學系 物理科

EA071016 B043040002 曾柏盛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科

EA071017 B052040007 畢紘愷 應用數學系 數學科

EA071018 B044012011 蔡子郁 企業管理學系/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科

EA071019 B051010012 洪靖涵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1020 B051010027 洪萱 中文系 國文科

EA071021 B051010010 李芸瑄 中文系 國文科

EA071022 B061030027 高曼芳 音樂學系 音樂科

EA071023 B061030011 黃珂雲 音樂系 音樂科

EA071024 B056060013 鄭為峻 政治經濟學系 公民科

EA071025 B045090006 陳威廷 海洋科學系 生物科

EA071026 B062010004 李靈詮 生物科學系 生物科

EA071027 B052040019 陳威呈 應用數學系 數學科

EA071028 B061030016 劉倢瑛 音樂系 音樂科

EA071029 B051010033 蔣富翔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1030 B062010025 陳怡靜 生物科學系 生物科

EA071031 B062040036 溫怡茹 應用數學系 數學科

EA071032 B062040040 賴真萍 應用數學系 數學科

班級：107中甲    導師：鄭雯老師(分機：5896)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107學年度教育學程導生名單

班級：107中乙    導師：湯家偉老師(分機：5874)
學程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任教科別

EA072001 M072040010 許郁琪 應用數學系 數學科

EA072002 M076050001 吳羽涵 教育研究所 英文科

EA072003 M076070017 郭坤芳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公民科

EA072004 M061030018 朱炯瑋 中山大學音樂研究所 音樂科

EA072006 N066150024 王秀鈴 教育研究所 英文科

EA072007 M066050020 林京慧 教育所 公民科

EA072008 M061030017 許芷苓 音樂系 音樂科

EA072009 M061010003 潘柏宇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國文科

EA072010 M064040013 郭育齊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公民科

EA072011 N076150016 陳柔均 教育系 國中表演藝術科

EA072012 N066150008 許雅惠 教育研究所 公民科

EA072013 M061070021 王詩琴 劇場藝術系 國中表演藝術科

EA072014 B061010034 李宥澄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2015 B051030005 莊雨蓁 音樂學系 音樂科

EA072016 B061010009 張絜貽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2017 B061010010 蔡宗豪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2018 B051030023 黃柔禎 音樂系 音樂科

EA072019 B061010038 吳佳薌 中文系 國文科

EA072020 B061010014 許育寧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2021 B041010015 王駿傑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2022 B042010050 廖采薇 生物科學系 生物科

EA072023 B055020019 陳芳誼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生物科

EA072024 B041060062 黃郁欣 劇場藝術系 表藝科

EA072025 B051010032 鄒欣諭 中國文學系 國文科

EA072026 B061020019 陳亭羽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科

EA072027 B061020014 李雨萱 外國語文學系 英文科

EA072028 B061060012 李佳蓉 劇藝系 國中表演藝術科

EA072029 B061010032 許雅婷 中國語文學系 國文科

EA072030 B051060028 林悔衣 劇場藝術系 表演藝術科

EA072031 B051030024 李怡萱 音樂學系 音樂科

EA072032 B051030022 卓俞萍 音樂學系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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