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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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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委員會第 5 次會議（109.5.26）決議通過，正取

學生共計 167 名（特殊組別計 24 名、一般組別計 143 名）、備取學生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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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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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簡章：第拾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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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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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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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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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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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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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09 年 6 月 1 日(一)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3 時 30 分、13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分 2 場次於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一樓演講廳辦理中等教育學程生選課說明會，因
事涉教育學程制度之重要說明，請 109 學年度中等教程之正取生務必參加、備取生酌
情參加，並提前辦理報到。 

 
 

特殊組別 
（一）科技領域組-正取 10 名，無備取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041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04E 方○云 

10900042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10E 朱○萱 

10900043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11E 張○心 

10900044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12E 游○ 

10900045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18E 邱○庭 

10900046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20E 吳○瑄 

10900048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23E 黃○惠 

10900096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540118S 陳○諺 

10900138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碩士班 60871024H 趙○涵 

10900099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847013S 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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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童軍教育組-正取 3名，無備取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020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士班 40707110E 吳○永 

10900025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807022E 董○ 

10900018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士班 40440306S 吳○樵 

 
（三）表演藝術組-正取 5名，無備取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188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892005M 李○真 

10900191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892028M 古○展 

10900193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02M 謝○錡 

10900197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12M 許○淳 

10900198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13M 郭○庭 

 
（四）華語文國際教育組-正取 6名，無備取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146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784210I 張○庭 

10900161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684022I 白○晏 

10900163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21I 張○寧 

10900166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29I 黃○傑 

10900167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31I 陳○如 

10900168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39I 洪○凱 

 
一般組別 
正取 143 名: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001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0221E 劉○佑 

10900002 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800901E 劉○豪 

10900003 教育學系 博士班 80800013E 陳○嘉 

10900004 社會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2029E 蔡○恩 

10900005 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2004E 翁○鴻 

10900007 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2016E 丘○芝 

10900008 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2023E 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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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009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05026E 陳○宇 

10900010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5006E 賴○玄 

10900011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5012E 林○丞 

10900012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5014E 吳○育 

10900013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5020E 蕭○ 

10900015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士班 40806902E 董○琳 

10900016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 60806012E 張○云 

10900017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 60806015E 王○媛 

10900019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士班 40507136E 張○婷 

10900022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807009E 李○哲 

10900023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807010E 方○丞 

10900024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60807013E 林○宜 

10900026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博士班 80507008E 吳○德 

10900027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7204E 鄭○荏 

10900028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09021E 陳○儒 

10900029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809009E 張○瑜 

10900030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809033E 吳○釗 

10900031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809037E 杜○綸 

10900032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09011E 許○洲 

10900035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813013E 凃○姍 

10900036 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40813020E 蔡○馨 

10900037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碩士班 60816007E 洪○雯 

10900038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11006E 胡○軒 

10900039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11001E 胡○彬 

10900040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715023E 呂○成 

10900047 資訊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08021E 陳○詒 

10900049 國文學系 學士班 40705004E 江○安 

10900051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820006L 陳○宏 

10900052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820007L 阮○文 

10900053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820012L 謝○芳 

10900054 國文學系 碩士班 60820013L 鄒○亞 

10900057 國文學系 博士班 80820007L 蔡○臻 

10900059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721037L 陳○翰 

10900060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821004L 王○琪 

10900061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821038L 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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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062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821043L 解○筑 

10900063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821044L 陳○誠 

10900064 英語學系 碩士班 60821052L 陳○庭 

10900065 歷史學系 學士班 40522025L 李○琪 

10900068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822004L 楊○ 

10900070 歷史學系 碩士班 60822016L 韋○廷 

10900073 地理學系 碩士班 60723025L 蕭○誠 

10900074 臺灣語文學系 學士班 40826006L 謝○凝 

10900075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826004L 許○萱 

10900076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826006L 夏○豪 

10900077 臺灣語文學系 碩士班 60826014L 林○蓁 

10900078 數學系 學士班 40623222L 郭○君 

10900079 數學系 學士班 40840901S 林○峰 

10900081 數學系 碩士班 60840006S 洪○純 

10900082 數學系 碩士班 60840010S 郭○儒 

10900083 數學系 碩士班 60840018S 廖○懷 

10900085 數學系 碩士班 60840023S 姜○安 

10900086 物理學系 學士班 40641106S 汪○霖 

10900087 化學系 學士班 40742208S 李○謙 

10900089 化學系 學士班 40742231S 戰○浩 

10900090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40705036E 鄭○耘 

10900091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40743203S 陳○翔 

10900093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40843905S 林○暄 

10900094 生命科學系 碩士班 60843026S 陳○叡 

10900095 地球科學系 碩士班 60744008S 莊○嘉 

10900100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847048S 蔣○芳 

10900101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45010S 吳○燁 

10900102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46002S 王○ 

10900103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46006S 何○瑞 

10900104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46008S 黃○儀 

10900105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60846016S 謝○吟 

10900107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660116T 楊○ 

10900108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760104T 宋○逸 

10900109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760105T 馮○年 

10900110 美術學系 學士班 40760114T 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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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111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760006T 洪○淇 

10900112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860014T 鄭○ 

10900113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860016T 許○凡 

10900115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860025T 張○蓁 

10900116 美術學系 碩士班 60860026T 田○穎 

10900117 設計學系 學士班 40868021T 許○因 

10900118 設計學系 碩士班 60868007T 梁○芸 

10900119 設計學系 碩士班 60868025T 陳○涵 

10900122 工業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70013H 洪○洋 

10900123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670015H 張○衿 

10900125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770025H 程○聖 

10900127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04H 陳○宇 

10900128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05H 何○倫 

10900129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07H 鄧○元 

10900131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11H 游○可 

10900132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12H 吳○蓁 

10900133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13H 黃○哲 

10900134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21H 曾○林 

10900135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22H 羅○傑 

10900136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23H 夏○耀 

10900137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碩士班 60671068H 周○敬 

10900139 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 60873020H 林○豪 

10900140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40675032H 楊○勝 

10900141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77006H 王○儒 

10900142 光電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60777014H 許○升 

10900143 體育學系 碩士班 60730018A 林○穎 

10900144 運動競技學系 碩士班 60732030A 高○絹 

10900145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684241I 蘇○ 

10900147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01I 黃○芳 

10900148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06I 郭○ 

10900149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07I 周○勳 

10900150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09I 林○彣 

10900151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13I 周○儒 

10900152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17I 曾○安 

10900153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20I 張○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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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10900154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22I 張○珍 

10900155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23I 陳○安 

10900156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28I 陳○妤 

10900158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34I 張○恩 

10900159 華語文教學系 學士班 40884239I 洪○屏 

10900162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08I 何○晟 

10900164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23I 李○潔 

10900165 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 60884027I 劉○妤 

10900169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683211I 惠○儀 

10900170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783007I 林○霖 

10900172 東亞學系 學士班 40883013I 陳○憲 

10900173 東亞學系 碩士班 60783031I 羅○瑄 

10900175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889026I 陳○廷 

10900176 音樂學系 學士班 40890901M 李○茹 

10900177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790020M 曾○昕 

10900178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03M 張○嘉 

10900179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07M 陳○媜 

10900180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17M 李○宸 

10900181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21M 歐○淳 

10900182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22M 黃○瑄 

10900183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24M 洪○宜 

10900184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33M 李○誼 

10900185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39M 陳○安 

10900186 音樂學系 碩士班 60890042M 陳○君 

10900187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892004M 黃○如 

10900189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892007M 任○瑜 

10900192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792017M 張○庭 

10900194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06M 黃○芩 

10900199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15M 劉○欣 

10900201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901M 何○庭 

10900202 民族音樂研究所 碩士班 60891006M 楊○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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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 11 名: 
備取名次 筆試應試號碼 系所 班別 學號 姓名 

備取 1 10900021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士班 40711002E 林○紘 

備取 2 10900066 歷史學系 學士班 40622046L 黃○浩 

備取 3 10900190 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60892008M 洪○晏 

備取 4 10900130 工業教育學系 碩士班 60870008H 林○儀 

備取 5 10900121 工業教育學系 學士班 40770003H 魏○家 

備取 6 10900174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班 60889010I 劉○妤 

備取 7 10900067 歷史學系 學士班 40722012L 李○偉 

備取 8 10900200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40892019M 黃○慧 

備取 9 10900058 英語學系 學士班 40721210L 蔡○汸 

備取 10 10900072 地理學系 學士班 40723114L 蘇○豪 

備取 11 10900014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士班 40706123E 郭○倪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