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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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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委員會第 4 次會議（108.5.27）決議
通過，錄取學生計 167 名（特殊組別計 21 名、一般組別計 146 名），再
依簡章規定經 108 年 9 月 5 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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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師資培育制度自 107 年 2 月 1 日施行，取得本（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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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師資生所適用之教育專業課程版本【108.4.22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80056479 號函備查】、專門課程版本及適用
相關修習規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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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組別  
（一）科技領域組-正取 11 名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048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608008E 陳盈璇 

10800049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608018E 田芷瑄 

10800050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08007E 陳京里 

10800051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08009E 李盈潔 

10800052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08011E 周明鴻 

10800054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08017E 葉亮吟 

10800055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08019E 邱彤 

10800096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747015S 林可均 

10800120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學士班 40571205H 林美雯 

10800122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學士班 40771903H 崔永臻 

10800125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碩士班 60771043H 謝安琪 

 
（二）童軍教育組-正取 4 名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036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士班 40707902E 林子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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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037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士班 40707904E 楊惟風 

10800039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707021E 關勝隆 

10800041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707029E 趙書聖 

 
 
（三）華語文國際教育組-正取 6 名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155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684020I 葉于瑄 

10800156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684025I 伍宥蓁 

10800157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684029I 王庭韻 

10800158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784005I 劉芸嘉 

10800162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784028I 吳珮雯 

10800163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784062I 黃詣衡 

 
 
一般組別  
正取 146 名: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001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400114E 楊竣翔 

10800002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0130E 陳駿洧 

10800003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500227E 許哲瑋 

10800004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600208E 蔡安如 

10800005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600214E 林鈺紋 

10800006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600217E 林郁蓁 

10800007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600219E 周品均 

10800008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600903E 蕭振宏 

10800009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605026E 黃宛瑩 

10800010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0901E 李丞涵 

10800011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0902E 張閩芸 

10800012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0006E 王詠萱 

10800013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0019E 周珉宏 

10800014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0020E 紀淯諴 

10800015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0029E 曾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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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016 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0033E 陳思丞 

10800017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701018E 林彥廷 

10800018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701021E 王子軒 

10800019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701024E 李瑜庭 

10800020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701027E 張郁翎 

10800021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701043E 陳馨寧 

10800022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班 60701046E 吳祐竹 

10800023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博士班 80701002E 鄭麗瑄 

10800024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2003E 邱曉宣 

10800025 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2013E 林昀彤 

10800026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5901E 連又旻 

10800027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5902E 郭芳庭 

10800028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5903E 蔡玫萱 

10800030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5003E 林郁蓉 

10800031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5013E 杜敏寧 

10800032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士班 40506317E 鄭晨柔 

10800033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士班 40706901E 蕭婷云 

10800034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 60706008E 郭于綾 

10800038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707010E 黃宇襄 

10800040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707026E 陳韻暄 

10800042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609022E 高瑋 

10800043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609023E 駱湘儒 

10800044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609026E 陳舒婷 

10800045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9016E 王永慈 

10800046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703012E 王佳琪 

10800047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703013E 葉上民 

10800056 資訊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80508002E 李維恩 

10800057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520115L 林怡如 

10800058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620127L 鄭筱琪 

10800059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620129L 王峻桓 

10800060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520042L 蔡舒文 

10800061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720011L 林昱君 

10800062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720015L 趙之翰 

10800063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720027L 江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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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064 英語學系 學士班 40621211L 黃宏 

10800143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821017L 林雋樺 

10800065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721014L 張慧萱 

10800066 歷史學系 學士班 40622035L 林志儒 

10800067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622015L 蘇上捷 

10800068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722011L 胡賀欽 

10800069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722031L 曾紫宸 

10800070 地理學系 學士班 40623127L 陳于晴 

10800071 地理學系 碩士班 60723010L 林裕堂 

10800072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726004L 林思辰 

10800073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526011L 沈昀蒨 

10800074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726006L 曾惟恩 

10800075 數學系 學士班 40540319S 陳姿穎 

10800076 數學系 學士班 40540326S 楊棋安 

10800077 數學系 學士班 40640902S 柳安婕 

10800079 數學系 碩士班 60740023S 黃蕾而 

10800080 數學系 碩士班 60740024S 林詠倫 

10800081 數學系 碩士班 60740037S 游博鈞 

10800082 物理學系 學士班 40441131S 徐健真 

10800084 物理學系 碩士班 60741019S 王晏承 

10800085 化學系 學士班 40606301E 單珮雅 

10800086 化學系 學士班 40642205S 伍芳儀 

10800087 化學系 博士班 80842004S 謝孟錡 

10800089 化學系 碩士班 60742063S 吳冠杰 

10800090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40743907S 李曜宇 

10800091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40743908S 陳怡瑄 

10800092 生命科學系 碩士班 60643006S 陳冠勛 

10800093 生命科學系 碩士班 60743014S 周辰蔓 

10800094 生命科學系 碩士班 60743016S 慕庭如 

10800095 地球科學系 碩士班 60644023S 卓伃蘊 

10800097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45011S 張維仁 

10800098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45021S 邱柏修 

10800099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745027S 洪瑞璟 

10800100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646012S 林奎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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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102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560108T 李書嫺 

10800103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660105T 謝家容 

10800105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560027T 莊大緯 

10800106 美術學系 博士班 80860006T 劉佳宜 

10800107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660019T 葉人華 

10800108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760010T 李加琪 

10800109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760026T 呂宗憲 

10800110 美術學系 博士班 80460017T 李翎兆 

10800111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668014T 鄭妍希 

10800112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668024T 何宛錞 

10800113 設計學系 碩士班 60768007T 吳雨融 

10800114 工業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70901H 尹勵勤 

10800115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70011H 林合御 

10800119 工業教育學系 博士班 80470004H 林意珊 

10800121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學士班 40671227H 劉宇凌 

10800124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碩士班 60771035H 段秀清 

10800126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772001H 王舒禾 

10800127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772005H 柯橋羽 

10800128 圖文傳播學系 碩士班 60772010H 陳孟湘 

10800130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675014H 黃弘智 

10800131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675044H 洪楷敦 

10800132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775011H 鄭伊佐 

10800133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775036H 傅義全 

10800134 電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775053H 葉柏超 

10800135 光電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60777006H 曾鉯茹 

10800136 光電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60777008H 黃皓偉 

10800138 體育學系 學士班 40500217E 何欣諭 

10800140 運動競技學系 碩士班 60732020A 林張芳 

10800142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60631047A 徐乙丹 

10800144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585107I 彭于珊 

10800145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585120I 呂思涵 

10800146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585136I 盧靖珺 

10800147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585209I 張為貞 

10800150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684238I 顏利蓁 



6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800151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784201I 黃欣媛 

10800152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784207I 陳辰 

10800153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784241I 洪紫瑄 

10800154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684011I 彭羚榛 

10800159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784016I 葉品辰 

10800160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784022I 蘇圓圻 

10800161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784024I 劉品綺 

10800164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02I 許敦喻 

10800165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783010I 許湘柔 

10800166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783031I 易宗翰 

10800167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783036I 王孟涵 

10800168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789016I 葛漢祥 

10800169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690017M 劉毅 

10800170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690050M 莊介誠 

10800171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792012M 蕭柏凡 

10800172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792027M 沈慧燕 

10800174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692003M 黃芃瑄 

10800175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692005M 高奕品 

10800177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692009M 李佳珍 

10800178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692011M 丁靜慈 

10800179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692013M 李采容 

10800180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692015M 黃品蓉 

10800181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92001M 秦葳萍 

10800182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92004M 林欣微 

10800183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92011M 岳妍 

10800185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92016M 詹雅勻 

10800186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92018M 李奕萾 

10800187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40657038O 陳品儒 

10800188 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60555038O 李欣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