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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0 學年度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正備取名單 
 

壹、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1 日 
貳、依據：本案甄選悉依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54067A 號核定函及 110 年 1 月 8 日本校 109 學

年度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議第 3 次會議審議結果辦理，由學系所依規定完備報到程序。 
參、注意事項：各正取生應依各甄選學系所簡章所定報到時間，至各甄選學系所完成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動放

棄，不得異議，由各甄選學系所通知備取生辦理遞補。 
肆、正取生名單須經教育部備查始為正式錄取生，未獲核定之缺額，將再行辦理第二次遞補或是另行甄選，正式錄取名

單由師資培育學院另行公告。 
伍、正備取名單： 

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1-3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公

民與社會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

教學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

地區臺北市立瑠公國中。 

一般生 1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王○華 

60900020E 

教育學系 

黃○群 

40800211E 

1-4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綜合領域家

政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臺

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一般生 1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劉○豪 

40800901E 

教育學系 

周○怡 

6080002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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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3-1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

域童軍專長，需具視覺藝術專長及

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

導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

地區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一般生 1 公民教育

與活動領

導學系 

從缺  

3-2 110 113 桃園市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

域童軍專長，第二專長為綜合活

動領域家政專長，另需加註次專

長雙語教學專長，配合本市政策

並具備以雙語教學之能力，就學

期間暑期需至本市學校帶領營隊

或課後輔導等服務活動，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

導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

地區石門國中。 

一般生 1 公民教育

與活動領

導學系 

從缺  

4-3 

4-4 

110 113 新北市 【學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專

長，加註次專長情緒與行為需求

專長，1.須為學士公費生。2.實習

地點原則上須於本市所屬學校進

一般生 2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梁○凡 

40709034E 

 

特殊教育學系 

許○琪 

40809011E 

【備取 1】 

特殊教育學系 

尤○婕 

40709022E 

【備取 2】 

特殊教育學系 

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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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行。3.該公費生就學期間之寒暑

假須依本市規劃每年至少 1 個月

至本市所屬學校進行見習或執行

指定特教工作。4.公費生甄選簡

章須由師培大學與本市共同訂

定，並於公告前與本市確認甄選

條件等內容。5.公費生甄選會議

其中 1 名委員須由本市指派。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新北市特殊

地區學校。 

40709003E 

4-5 110 113 基隆市 【學碩不拘】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專

長，第二專長英語專長，需另加註

次專長情緒與行為需求專長，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南榮國中。

一般生 1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呂○瑩 

40809021E 

【備取 1】 

特殊教育學系 

梁○凡 

40709034E 

【備取 2】 

特殊教育學系 

林○柔 

60909013E 

4-6 110 113 花蓮縣 【學碩不拘】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專

長，第二專長為輔導專長，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培

一般生 1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林○明 

40709019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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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育，113 學年度分發花蓮縣鳳林國

民中學。 

4-7 110 113 花蓮縣 【學碩不拘】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專

長，第二專長為英語文專長，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培

育，113 學年度分發花蓮縣玉里國

民中學。 

一般生 1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曾○婕 

60609016E 

特殊教育學系 

呂○瑩 

40809021E 

4-8 110 113 臺東縣 【學碩不拘】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專

長，需加註次專長情緒與行為需

求專長、利用寒暑假期間至本縣

參與服務學習，服務情緒行為障

礙學生。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

特殊地區東海國中情障巡輔班。 

一般生 1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劉○煖 

40809019E 

- 

5-1 110 113 臺南市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語文領域國

語文專長，第二專長綜合活動領

域童軍專長，另須取得 CEF 歐洲

共同語言參考架構達B2級以上英

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明書(含

一般生 1 國文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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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聽、說、讀、寫測驗類別)，大學

須為國語文相關科系畢業。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

所)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

區永康區鹽行國中。 

5-2 110 113 新竹市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  語文領域

國語文專長，第二專長英語文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

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一般生 1 國文學系 國文學系 

黃○蓁 

40620123L 

- 

7-1 110 113 臺南市 【學碩不拘】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類特殊教育專

長，英語系加修專長課程特教資

優學程，需取得特教資優教師證

及英語文專長教師證(實習須至

資優班)。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

地區新東國中。 

一般生 1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吳○瑜 

60721001L 

【備取 1】 

英語學系 

史○婷 

60721070L 

【備取 2】 

英語學系 

陳○容 

40821219L 

8-1 110 113 花蓮縣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歷

史專長，第二專長為綜合領域家

政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一般生 1 歷史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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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史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偏遠

地區學校瑞穗國中。 

9-2 110 113 新北市 【學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自然科學領

域物理專長，1.取得特殊教育資賦

優異類教師證書 2.須為學士公費

生 3.實習地點原則上須於本市所

屬學校進行 4.該公費生就學期間

之寒暑假須依本市相關計畫至本

市所屬學校進行見習或執行指定

特教工作 5.公費生甄選簡章須由

師培大學與本市共同訂定，並於公

告前與本市確認甄選條件等內容。

6.公費生甄選會議其中 2 名委員

須由本市指派。7.分發後公費服務

期間需參與本市資優中心及輔導

團相關業務。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新

北市立國民中學(特殊地區)。 

一般生 1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周○齊 

40741218S 

【備取 1】 

物理學系 

林○伶 

40841203S 

【備取 2】 

物理學系 

羅○傑 

40741204S 

9-3 110 113 桃園市 【碩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長，

第二專長為物理，另須加註次專長

雙語教學專長，配合本市政策並具

一般生 1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尹○翰 

60641040S 

物理學系 

張○勻 

6084100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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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以雙語教學之能力，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物理系培育，113 學年度

分發特殊地區青埔國中。 

9-4 110 113 基隆市 【學碩不拘】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

長，第二專長物理專長，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培育，113 學

年度分發武崙國中。 

一般生 1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宋○鈞 

60841040S 

【備取 1】 

物理學系 

江○賢 

60841001S 

【備取 2】 

物理學系 

陳○均 

60841017S 

9-5 110 113 新竹縣 【碩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

長，需具備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

系(所)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

地區東興國中。 

一般生 1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陳○均 

60841017S 

【備取 1】 

物理學系 

洪○璟 

40641112S 

【備取 2】 

物理學系 

張○勻 

60841003S 

10-3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長，

具數學專長，需取得特殊教育資賦

優異類教師證書，由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數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

特殊地區設有資優班學校。 

一般生 1 數學系 數學系 

蕭○緣 

40740325S 

【備取 1】 

數學系 

黃○憲 

60940006S 

【備取 2】 

數學系 

黃○翔 

4074020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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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10-4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數學領域數

學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

長，並取得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

教師證書，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

地區臺北市立內湖國中。 

一般生 1 數學系 從缺  

10-5 110 113 桃園市 【碩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 
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

長，第二專長為數學，另須加註次

專長雙語教學專長，配合本市政

策並具備以雙語教學之能力，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培育，

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大崗國

中。 

一般生 1 數學系 從缺  

10-6 110 113 桃園市 【碩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

長，第二專長為數學，並須修習自

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專門課程 10

學分，另須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

專長，配合本市政策並具備以雙

語教學之能力，由國立臺灣師範

一般生 1 數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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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大學數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

特殊地區會稽國中。 

10-7 110 113 新竹縣 【碩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

長，需具備數學領域數學專長，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培

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東興

國中。 

一般生 1 數學系 數學系 

黃○婷 

40640301S 

【備取 1】 

數學系 

孫○評 

40640219S 

【備取 2】 

數學系 

曾○瑋 

60640040S 

10-8 110 113 新竹縣 【碩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

長，須具備數學領域專長，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所培育，113 學

年度分發特殊地區成功國中。 

一般生 1 數學系 數學系 

孫○評 

40640219S 

【備取 1】 

數學系 

曾○瑋 

60640040S 

【備取 2】 

數學系 

黃○憲 

60940006S 

10-9 110 113 南投縣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數學領域數

學專長，第二專長為資訊科技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學

校。 

 

 

一般生 1 數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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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育部 

核定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類別 

名

額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11-2 110 113 新竹縣 【碩士培育】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特殊教育專

長，需具備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所)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

區東興國中。 

一般生 1 化學系 化學系 

吳○中 

60742055S 

 

【備取 1】 

化學系 

吳○杰 

60742063S 

【備取 2】 

化學系 

郭○瑋 

60842068S 

12-1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自然領域生

物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

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

區臺北市立中山國中。 

一般生 1 生命科學

系 

從缺  

13-3 110 113 臺中市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科技領域資

訊科技專長，取得特殊教育資賦

優異類教師證書，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培育，113 學

年度分發特殊地區市立居仁國

中。 

一般生 1 資訊工程

學系 

從缺  

13-4 110 113 臺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科技領域資

訊科技，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

長」，具備雙語教學能力，由國立

一般生 1 資訊工程

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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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培

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歸仁

區沙崙國中。 

14-1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視

覺藝術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

學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

術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

區臺北市立中山國中。 

一般生 1 美術學系 美術學系 

林○葳 

60560004T 

 

【備取 1】 

美術學系 

劉○甫 

60960011T 

【備取 2】 

美術學系 

陳○安 

40760203T 

16-1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領域體育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

教學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

殊地區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一般生 1 體育學系 從缺  

16-2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領域體育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

教學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

殊地區臺北市立中山國中。 

 

 

一般生 1 體育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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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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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110 113 臺南市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領域體育專長，健康與體育領域健

康教育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

專長，具備雙語教學能力，大學須

為體育相關科系畢業。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培育，113 學年

度分發特殊地區永康區鹽行國中。

一般生 1 體育學系 從缺  

17-1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藝術領域音

樂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臺

北市立內湖國中。 

一般生 1 音樂學系 音樂學系 

吳○穎 

60890002M 

音樂學系 

王○佑 

40790235M 

17-2 110 113 臺北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藝術領域音

樂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臺

北市立麗山國中。 

一般生 1 音樂學系 音樂學系 

郭○昕 

40790122M 

音樂學系 

王○佑 

40790235M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