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國語字音字形檢定場次表

准考證號碼 系所班別 學號 姓名 等第
M111001 台二甲 ATA109109 鄒亞宸 甲等
M111009 幼三甲 AEC109117 林宛彤 特優
M111010 幼三甲 AEC109140 張婉妤 特優
M111012 幼四甲 AEC108118 林芹滋 優等
M111017 夜行碩三A NER109103 楊素玲 甲等
M111019 夜課程二A NCI110114 陳佳佩 甲等
M111020 夜課程三A NCI109117 陽雁如 甲等
M111022 夜諮心三A NCE109110 張雅涵 特優
M111023 科二甲 ASC110107 蘇靖甯 甲等
M111025 科二甲 ASC110116 林晏宇 特優
M111028 科二甲 ASC110141 鄭超元 優等
M111030 科三甲 ASC109125 謝宛陵 優等
M111031 科四甲 ASC107107 黃智均 特優
M111034 科四甲 ASC108111 陳凱文 優等
M111035 科四甲 ASC108117 劉君揚 特優
M111043 英語二甲 AEN110132 曾奕華 甲等
M111045 英語三甲 AEN109153 陳百紅 甲等
M111048 音研二甲 BMU110101 李育瑄 特優
M111050 特三甲 ASP109141 簡翊芸 優等
M111055 區社三甲 ASO109120 李璽安 優等
M111058 區社四甲 ASO108123 黃鈺晴 甲等
M111063 教二甲 AEL110106 呂昀蒨 特優
M111064 教二甲 AEL110107 周宗霈 優等
M111066 教二甲 AEL110128 黃苡熏 特優
M111080 教三甲 AEL109124 陳雨讀 特優
M111081 教三甲 AEL109127 林沛萱 優等
M111084 教三甲 AEL109135 郭語慈 特優
M111085 教三甲 AEL109136 鄭有為 甲等
M111089 教四甲 AEL108101 陳炘琇 特優
M111095 教研二甲 BER110106 吳妍儀 特優
M111101 暑環碩三甲 OEE109106 張瑄紘 優等
M111102 暑體碩三甲 OPE109116 許家綺 優等
M111103 語二甲 ALA110102 胡䕒予 特優
M111104 語二甲 ALA110107 柯嵐茵 特優
M111105 語二甲 ALA110110 沈慧欣 甲等
M111106 語二甲 ALA110111 黃絜琳 特優
M111108 語二甲 ALA110114 張菁珊 優等
M111109 語二甲 ALA110117 李映慧 優等
M111110 語二甲 ALA110119 陳沛伃 優等
M111115 語二甲 ALA110136 陳佳慧 優等
M111116 語二甲 ALA110138 黃郁婷 特優
M111117 語二甲 ALA110141 黃寀璿 優等
M111119 語三甲 ALA109102 張庭瑄 甲等
M111120 語三甲 ALA109110 楊晨萱 特優
M111122 語三甲 ALA109115 陳宏恩 優等
M111124 語三甲 ALA109119 林韋杉 特優
M111130 語三甲 ALA109130 江効純 優等
M111135 語四甲 ALA108108 古姵瑜 甲等
M111141 語四甲 ALA108147 許雅菁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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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系所班別 學號 姓名 等第
M111142 語四甲 ALA108803 洪翎瑄 特優
M111144 語研二甲 BLA110107 黃韻庭 甲等
M111145 語研三甲 BLA109106 林佳瑩 優等
M111149 數三甲 AMA109112 林柔安 優等
M111151 數三甲 AMA109124 邱意媗 特優
M111157 數四甲 AMA108108 洪儷庭 優等
M111163 數位所一甲 BIT111110 張筌富 特優
M111165 數研二甲 BMA110111 李品毅 特優
M111166 數研三甲 BMA109109 邱詠茜 優等
M111167 數研四甲 BMA108105 賴英杰 特優
M111168 數教系畢業生 AMA107120 陳孟廷 甲等
M111171 課程二甲 BCI110108 戴馨誼 優等
M111172 諮二甲 ACA110102 楊芷姍 特優
M111173 諮二甲 ACA110104 陳易宏 優等
M111177 諮三甲 ACA109110 陳睿妤 優等
M111181 諮四甲 ACA108108 曾上恩 優等
M111182 諮四甲 ACA108113 卓姿妤 優等
M111184 體三甲 APE109103 徐子浩 特優
M111185 體三甲 APE109119 王宇妍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