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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錄取結果 
 

壹、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8 日 
貳、依據：本案甄選悉依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70189162I 號核定函、108 年 11 月 4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80158984A 號核定函、109 年 10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54067A 號核定函及 110 年 5 月 27
日本校 109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議第 5次會議審議結果辦理，由學系所依規定完備報到程序。 

參、錄取學生自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具師資培育公費生身分，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所簽訂之師資培育公費生受領
師資培育公費行政契約書暨相關規定辦理。 

肆、錄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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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1-1 108 113 臺北市 國民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專長1名，

取得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合格證

書，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

國中(臺北市立芳和國中) 

一般生 1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王○立 

60900028E 

1-5 11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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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

分發特殊地區青埔國中。 

一般生 1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周○怡 

60800029E 

1-6 110 113 宜蘭縣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語文領域英

語文專長，第二專長綜合活動輔導

一般生 1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蔡○霖 

6080003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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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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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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蘭縣蘇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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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具生活科技專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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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學系培育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李○琳 

4070720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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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學系培育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黃○婷 

60907028E 

4-2 109 113 新北市 113 學年度/乙案：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組 2

名；須有語文或數學相關科系之學

一般生 2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張○瑜 

4080900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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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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士學位/或須修習語文及數學領域

教材教法合計至少共 4學分，並修

習語文與數學領域專門科目合計

至少 16 學分(每領域至少須 6 學

分)；須為學士公費生(建議於學士

班二年級甄選)；實習地點須於本

市所屬學校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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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費生甄選會議其中 1名

委員須由本市指派；能配合該市進

行跨校巡迴；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培育，取得學士學位

及教師證後於113學年度分發偏遠

地區學校。(*獎優) 

從缺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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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恩 

4070903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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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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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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生 1 國文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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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

學校瑞穗國中。 

一般生 1 歷史學系 歷史學系 

鄭○潔 

407220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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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 

洪○純 

60840006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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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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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會

稽國中。 

一般生 1 數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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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 

張○愷 

6084003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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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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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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雙園國中。 

(110.5.13 教育部核定分發學校中

山國中變更為雙園國中) 

一般生 1 生命科學系 生命科學系 

蔡○禎 

608430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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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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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生 1 資訊工程學系 從缺 

15-2 109 113 臺中市 113 學年度/乙案： 

2.國民中學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

長1名，第二專長為資訊科技專長，

一般生 1 科技應用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徐○芹 

6097102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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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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培育，113 學年

度分發偏遠地區學校。 

15-3 110 113 新北市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科技領域生

活科技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

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

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系培育，113 學

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學，分發後應協

助服務學校及本市推動雙語政策，

並參與本市相關培訓研習活動。 

一般生 1 科技應用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吳○萱 

60971023H 

15-4 110 113 基隆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科技領域生

活科技專長，第二專長為資訊科技

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

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正濱國中。 

一般生 1 科技應用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翁○涵 

60971018H 

15-5 110 113 宜蘭縣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  科技領域生

活科技專長，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

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

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宜蘭縣凱旋

國中。 

一般生 1 科技應用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廖○茹 

4087112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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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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15-6 110 113 花蓮縣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科技領域生

活科技專長，第二專長為科技領域

資訊科技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學

校玉東國中。 

一般生 1 科技應用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許○徭 

6097101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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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 

林○煌 

40630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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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 

彭○翔 

60830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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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生 1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葉○妤 

609300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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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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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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110 113 桃園市 【碩士培育】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

演藝術專長，第二專長為藝術領域

音樂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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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培育，113 學年

度分發特殊地區青埔國中。 

一般生 1 表演藝術研究所 從缺 

18-2 110 113 宜蘭縣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

演藝術專長，第二專長視覺藝術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

研究所或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宜

蘭縣三星國中。 

一般生 1 表演藝術研究所

暨學士學位學程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岳○ 

40792011M 

18-3 110 113 嘉義市 【學碩不拘】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

演藝術專長，第二專長為音樂專

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

研究所或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113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南

興國中。 

一般生 1 表演藝術研究所

暨學士學位學程

從缺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