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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  

確定錄取名單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5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委員會第 5 次會議（106.5.16）決議通過，錄

取學生計 133名（含 1名原住民外加名額生），再依簡章規定經 106年 9月 7日

106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備取生依序遞補。 

二、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之規定，須具「中華民國國民」

身分並修畢本校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始得報名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考試及格者始能取得教師證書。 

准考證號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600001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300122E 吳姿穎  

10600002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400204E 何佳蓉  

10600003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0902E 廖文榆  

10600005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500019E 楊竣皓  

10600006 教育學系 博士班 80500012E 林成竹  

10600007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401006E 劉文嘉  

10600008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401016E 林秀琦  

10600009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501007E 鄭清樺  

10600010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501067E 呂念庭  

10600012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402041E 何秭萱  

10600013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430011A 高翔煜  

10600014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2006E 楊筑婷  

10600015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2014E 蔡宜庭  

10600016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2023E 林芷芃  

10600018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2034E 魏孝軒  

10600020 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402027E 王詠萱  

10600022 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502024E 蔡奐瑤  

10600023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405901E 陳怡安  

10600025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5904E 姜名峯  

10600030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505005E 顏翎伊  

10600034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505017E 林怡平  

10600035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505018E 楊悧  

10600037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505022E 高子修  

10600038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505023E 孫嘉璣  

10600039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士班 40426006L 蔡宗杭  

10600042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 60506045E 陳婉萍  

10600043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307019E 何義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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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600044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407011E 張雅琳  

10600046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507007E 陳柏宏  

10600047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507011E 張嘉凌  

10600049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209030E 郭盈希  

10600050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409032E 傅笳諾  

10600051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515015E 謝宜珊  

10600052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碩士班 60416016E 孫靖婷  

10600053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503015E 林聖晟  

10600054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503019E 黃盈婷  

10600056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408033E 葛顯亭  

10600057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08008E 許君平  

10600058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08011E 陳思如  

10600063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320225L 鄭明玉  

10600064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420108L 林奕均  

10600065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420116L 黃倩鈺  

10600066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420207L 陳品妤  

10600067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420303L 崔如萱  

10600068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320015L 蘇郁善  

10600069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420017L 張福傳  

10600072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520024L 周安凡  

10600073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520028L 周承萱  

10600074 英語學系 學士班 40242040S 劉毓琳  

10600075 英語學系 學士班 40421134L 游雅甯  

10600076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521004L 游佳洵  

10600077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521006L 劉燕華  

10600078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521035L 陳晏淇  

10600081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521073L 范瑋庭  

10600082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521074L 歐于君  

10600083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521077L 駱宣  

10600085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522012L 施泉楷  

10600086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522013L 何岫玫  

10600087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522014L 丁啟展  

10600088 歷史學系 博士班 80322001L 于曉雯  

10600089 地理學系 碩士班 60323019L 曾維德  

10600091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526006L 游佩芸  

10600092 臺灣史研究所 碩士班 60527020L 李承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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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600095 數學系 學士班 40540902S 楊清源  

10600096 數學系 碩士班 60440016S 詹凡儀  

10600097 數學系 碩士班 60440031S 王方均  

10600098 數學系 碩士班 60540002S 莊智宇  

10600103 數學系 碩士班 60540021S 陳昱昇  

10600105 物理學系 學士班 40241107S 黃志學  

10600107 物理學系 學士班 40441103S 郭佳燕  

10600120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646014S 林晏滺  

10600121 地球科學系 學士班 40405011E 王睿敏  

10600122 地球科學系 學士班 40544902S 張世融  

10600123 地球科學系 碩士班 60444018S 李孟軒  

10600125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426009L 陳萱庭  

10600126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447904S 陳顗元  

10600127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547024S 呂益德  

10600128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547049S 林筠傑  

10600131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445028S 吳尚庭  

10600132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5002S 林昭君  

10600133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5005S 鐘玉縝  

10600134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5006S 簡吟洛  

10600135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5021S 趙彥凱  

10600137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5025S 李驥  

10600138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5033S 周運廷  

10600139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5035S 陳威宏  

10600140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80345004S 鄭媖珍  

10600142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546006S 林程中  

10600146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360017T 黃綠迎  

10600150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368021T 金萱妍  

10600151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468020T 鄭盛謙  

10600153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468024T 陳宏明  

10600154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468026T 林芷儀  

10600155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468028T 李姿怡  

10600157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568003T 王思涵  

10600158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568004T 張肇容  

10600165 設計學系 碩士班 60568024T 李奇燁  

10600167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470012H 施雅云  

10600168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470014H 邱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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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600169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470015H 周宛瑢  

10600171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470017H 吳光偉  

10600179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學士班 40471115H 李東穎  

10600180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572001H 陳薇安  

10600181 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473009H 黃俊凱  

10600185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475014H 李沂澈  

10600186 體育學系 學士班 40430015A 江承諺  

10600190 體育學系 碩士班 60430036A 陳咨穎  

10600191 體育學系 碩士班 60430058A 陳劭瑋  

10600193 體育學系 碩士班 60530008A 蔡劻翰  

10600194 體育學系 碩士班 60530036A 陳韋博  

10600197 體育學系 博士班 80530016A 林家豪  

10600202 運動競技學系 碩士班 60432063A 姚涴菱  

10600203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383008I 陳玟霖  

10600204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583112I 蘇怡蘭  

10600205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583902I 葉浩霖  

10600206 應用華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385101I 林怡瑄  

10600207 應用華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385215I 楊雨璇  

10600209 應用華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485203I 邱建軒  

10600211 應用華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585002I 曾宜萱  

10600212 應用華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585009I 柯嘉順  

10600214 應用華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585011I 孔繁妤  

10600215 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班 80587001I 林盈秀  

10600216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碩士班 60582004I 羅世筌  

10600217 音樂學系 學士班 40490210M 黃采茵  

10600219 音樂學系 學士班 40590901M 鄭詩遠  

10600220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490005M 何宛蓁  

10600221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490011M 江淑菁  

10600222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490029M 林哲宇  

10600225 民族音樂研究所 碩士班 60491021M 劉怡君  

10600228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492006M 陳亭嬟  

10600230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592012M 毛玠文  

10600237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592006M 王敏  

10600239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592010M 謝芳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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