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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0 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 
正取及備取名單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9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委員會第 5 次會議（110.5.27）決議通過，正取

學生共計 188 名（特殊組別 27 名、一般組別 147 名、外加閩南語文組 14 名）、備取
學生計 3名。 

二、正取及備取結果經公告後，不再另行通知。 
三、參加甄選之學生，請於 6月 18 日起至各系所辦公室領取成績單，本項甄選不受理成績

複查。 
四、經甄選正取之學生應於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修習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相關選課事宜，務請詳閱甄選簡章並確依規定辦理。 
五、未依「本校 110 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簡章：第拾肆點 錄取資格取消

與遞補」規定辦理者，視同自動放棄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六、本甄選正取生未有選課事實所自動放棄之遺缺，由師資培育學院於 110 年 8 月 31 日辦

理備取生遞補事宜，請備取生預留時間並留意本校師資培育學院網頁 110 年 6 月 18 日
公告。如未有缺額可供遞補，則不辦理。 

七、新制師資培育制度自 107 年 2 月 1 日施行，取得本（110）學年度師資生資格者，應適
用新制（先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後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並應修習 110 學年度
師資生所適用之教育專業課程版本、專門課程版本及適用相關修習規定。 

八、錄取學生如屬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者，得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報考教師資格考試，相關規範從其規定，如前有登記修習本校
教育專業課程者，應依本校僑生暨外國學生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規定第 10 點第 2項
規定辦理。 

九、本校原訂於 110 年 5 月 31 日(一)辦理中等教育學程生選課說明會，因 COVID-19 疫情
延期辦理，辦理日期、地點、方式另行公告，請先參閱公告之說明會簡報資料。 

 
 

特殊組別 
（一）科技領域組-正取 10 名，無備取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047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11012E 羅○平 

11000049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16E 王○州 

11000051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08004E 侯○嫺 

11000053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08013E 塗○臻 

11000054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08014E 陳○辰 

11000056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08021E 王○琳 

11000111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947088S 許○維 

11000136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學士班 40871905H 李○ 

11000138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碩士班 60971036H 謝○達 

11000139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碩士班 60971039H 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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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童軍教育組-正取 2名，無備取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026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907015E 林○薇 

11000028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907023E 蘇○筑 

 
 
（三）表演藝術組-正取 5名，無備取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189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992013M 林○函 

11000191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01M 鄭○里 

11000194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09M 黃○綸 

11000195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10M 簡○樺 

11000202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992016M 陳○華 

 
 
（四）華語文國際教育組-正取 3名，無備取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168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57I 莊○晴 

11000169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984011I 黃○嵐 

11000176 華語文教學系 博士班 80984003I 馬○平 

 
 
（五）教育學院學士班-正取 7名，無備取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036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02E 端木○儀 

11000038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07E 黃○譽 

11000039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08E 方○ 

11000041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11E 廖○綾 

11000042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12E 許○禎 

11000043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14E 周○妤 

11000044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16E 陳○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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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閩南語文組 
正取 14 名，無備取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080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826007L 葉○伶 

11000081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826008L 陳○錡 

11000082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826012L 林○哲 

11000083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826901L 林○洵 

11000084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926001L 王○懿 

11000085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926003L 張○棋 

11000086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926010L 王○嘉 

11000087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926901L 田○承 

11000088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826003L 李○妃 

11000089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926004L 洪○菱 

11000090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926005L 盧○欣 

11000091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926007L 陳○綸 

11000092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926015L 黃○勻 

11000175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984033I 林○婷 

 
 
一般組別 
正取 147 名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001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800201E 李○頤 

11000002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813007E 李○興 

11000003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0033E 何○葳 

11000004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0003E 廖○臻 

11000005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0016E 張○祐 

11000006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0018E 郭○亨 

11000007 教育學系 博士班 80900001E 賴○達 

11000009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學士班 40813014E 王○銓 

11000010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901008E 蔡○原 

11000011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901024E 廖○ 

11000012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901030E 邱○容 

11000013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902025E 李○ 

11000014 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2009E 林○婷 

11000015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5007E 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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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016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5014E 許○翔 

11000017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5004E 陳○瑜 

11000018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5005E 林○恩 

11000019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5017E 陳○瑾 

11000020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5019E 張○衿 

11000021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905027E 洪○慧 

11000022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士班 40606214E 吳○彥 

11000023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 60906072E 賴○歆 

11000025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士班 40707142E 蘇○ 

11000030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907029E 吳○熹 

11000031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9003E 李○蓉 

11000032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909009E 陳○云 

11000033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813010E 郭○村 

11000034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813019E 吳○嫚 

11000035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01E 袁○宸 

11000037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05E 卓○絨 

11000040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913009E 陳○量 

11000045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903012E 陳○安 

11000046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903013E 張○瑋 

11000050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27E 易○宇 

11000052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08008E 陳○琳 

11000055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08015E 顧○文 

11000057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820231L 林○晙 

11000058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820325L 鍾○翎 

11000059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820330L 李○倢 

11000060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820017L 黃○慈 

11000061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920013L 陳○霖 

11000062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920017L 謝○ 

11000063 英語學系 學士班 40705018E 曾○儀 

11000064 英語學系 學士班 40721105L 董○ 

11000065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821035L 林○陞 

11000066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921032L 劉○妏 

11000067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921034L 張○瑜 

11000068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921035L 李○誠 

11000069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921036L 吳○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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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070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921039L 邱○永 

11000071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921040L 吳○妍 

11000072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921041L 吳○宜 

11000075 歷史學系 學士班 40822041L 林○諭 

11000076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822012L 張○銘 

11000077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822035L 吳○洋 

11000078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922013L 劉○甫 

11000093 翻譯研究所 碩士班 60925005L 郭○舜 

11000094 翻譯研究所 碩士班 60925009L 許○筑 

11000095 數學系 學士班 40740125S 張○甫 

11000098 數學系 學士班 40840116S 陳○祥 

11000099 數學系 學士班 40840312S 張○鑫 

11000100 數學系 碩士班 60840004S 侯○輝 

11000101 數學系 碩士班 60840022S 黃○ 

11000102 物理學系 學士班 40741205S 陳○維 

11000103 物理學系 學士班 40741207S 楊○汶 

11000104 物理學系 學士班 40841136S 高○恆 

11000105 物理學系 碩士班 60941029S 黃○偉 

11000106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40943911S 張○方 

11000107 生命科學系 碩士班 60943045S 楊○忠 

11000108 地球科學系 學士班 40944903S 黃○晟 

11000109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747021S 陳○謙 

11000110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947017S 戚○寧 

11000112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947089S 李○穎 

11000113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45014S 邱○ 

11000114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45024S 楊○杰 

11000115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45031S 王○凱 

11000116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46004S 楊○而 

11000117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46005S 蔡○妤 

11000118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946007S 阮○澈 

11000119 環境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80746003S 邱○予 

11000120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760110T 李○萱 

11000121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760209T 姜○云 

11000123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860005T 張○甄 

11000124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860021T 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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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125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960008T 饒○羽 

11000126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960027T 黃○婷 

11000127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968004T 涂○瑜 

11000128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968021T 于○甄 

11000129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968024T 黃○慈 

11000131 設計學系 碩士班 60968025T 黃○晴 

11000132 設計學系 碩士班 60968032T 陳○雯 

11000133 工業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70031H 劉○惟 

11000134 工業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870025H 李○鋕 

11000135 工業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970901H 王○祥 

11000137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學士班 40971901H 許○恩 

11000140 圖文傳播學系 學士班 40972904H 張○薇 

11000141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972003H 鄭○安 

11000142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972010H 高○凱 

11000143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972019H 黃○琪 

11000144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972022H 陳○宜 

11000145 機電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773038H 翁○祥 

11000146 機電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973901H 李○恩 

11000147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77013H 黃○洋 

11000148 體育學系 學士班 40711012E 黃○宏 

11000149 體育學系 學士班 40830009A 余○綵 

11000150 體育學系 學士班 40830053A 黃○瑋 

11000151 體育學系 學士班 40830054A 林○弘 

11000153 運動競技學系 學士班 40832019A 朱○漢 

11000154 運動競技學系 碩士班 60832005A 王○元 

11000156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684223I 沈○琳 

11000157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706106E 許○齊 

11000158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784214I 蘇○庭 

11000159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784227I 李○頤 

11000160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02I 林○珊 

11000161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10I 侯○玲 

11000162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14I 連○翔 

11000163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32I 陳○萁 

11000164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38I 胡○喻 

11000165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984218I 陳○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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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1000166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984226I 王○彬 

11000167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14I 葉○珊 

11000170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984016I 王○涵 

11000171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984017I 張○雅 

11000172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984019I 張○婷 

11000173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984020I 鄭○君 

11000174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984025I 吳○馨 

11000177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983009I 莊○棋 

11000178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983022I 許○茵 

11000179 東亞學系 碩士班 60883008I 張○雅 

11000180 東亞學系 碩士班 60983003I 陳○德 

11000181 東亞學系 碩士班 60983013I 吳○恆 

11000182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889025I 練○ 

11000183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04M 張○慧 

11000184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990011M 李○ 

11000185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990014M 陳○娸 

11000186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990015M 林○伶 

11000187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990025M 盧○廷 

11000188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990040M 許○愷 

11000190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92009M 林○海 

11000192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05M 李○賢 

11000193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08M 蔡○篔 

11000196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19M 黃○慧 

11000197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992004M 陳○妤 

11000198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992005M 劉○萱 

11000200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992008M 陳○昀 

11000201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992010M 蕭○蓁 

11000203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992018M 劉○妤 

 
備取 3名: 

備取名次 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備取 1 11000122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860119T 張○翎 

備取 2 11000048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911004E 鍾○芸 

備取 3 11000097 數學系 學士班 40840106S 簡○恩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