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取 41000009   郭○廷 41000040   楊○豪

備取 41000004   曾○翊 41000033   蔡○暄 41000008   王○婷

正取 41061012   李○錚

備取 41061055   沈○誼 41061009   郭○廷 41061014   宋○儀 41061006   陳○諭

正取 41110012   曾○竣 41110015   李○丞

備取 41110001   吳○全 41110019   陳○ 41110013   賴○霖 41110003   呂○儀 41110002   藍○驛

41110010   林○萱 41110018   李○笙 41110005   陳○婷 41110014   劉○諺 41110016   陳○靜

正取 41300013   莊○亦 41300006   廖○擎

備取 41300018   羅○文 41300004   陳○浩

正取 41400058   李○昇 41400051   邱○心

備取 41400001   滕○博 41400063   鄭○晏

正取 41410025   謝○旭 41410005   王○博

備取 41410045   梁○嘉 41410011   林○君 41410020   林 41410003   王○堯 41410044   劉○均

41410008   呂○蓁 41410010   蘇○安 41410042   林○敬 41410016   林○宇 41410054   曾○翔

41410041   林○婷

正取 41430035   張○恩 41430014   王○平 41430031   鍾○宥

備取 41430004   洪○耘 41430006   高○謙 41430008   洪○欣 41430023   陳○霖 41430024   朱○恩

41430029   張○忻 41430036   董○ 41430021   吳○仲 41430009   陳○彤 41430028   邱○文

41430039   鄭○麟

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11名）

生命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11名）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10名）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2名）

數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2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111學年度學士班二年級轉學生招生考試錄取名單

依    據：本校111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第18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經招生委員會審議結果，111學年度學士班二年級轉學招生

錄取名單，依考生名次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順序排列。

教育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3名）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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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 41440008   吳○霖

備取 41440011   張○翔 41440010   李○頊 41440005   鄒○晴 41440017   許○妮 41440004   陳○安

41440012   邱○文

正取 41470017   楊○希

備取 41470034   陳○辰 41470011   郭○里 41470006   許○安 41470031   張○剛 41470045   蘇○文

41470005   藍○驛 41470032   李○珈

正取 41510005   邱○琪

備取 41510013   莊○樂 41510024   廖○婷 41510047   陳○安 41510037   張○芳 41510034   林○橙

41510025   劉○玉 41510015   林○蓁 41510021   黃○勳

正取 41710020   林○翔 41710010   劉○臻

備取 41710009   黃○嘉 41710014   曹○瑜 41710037   陳○ 41710004   安○佑

正取 41720047   林○葳 41720062   張○瑜 41720098   黃○婷

備取 41720064   吳○穎 41720050   文○婕 41720073   張○民

正取 41730049   孫○徽 41730026   蘇○文

備取 41730050   林○怡 41730007   林○柔 41730014   唐○豪 41730011   楊○翔 41730028   陳○欣

41730054   高○ 41730020   林○翔 41730044   劉○毅

正取 41750005   楊○安 41750045   蘇○宇

備取 41750011   牛○凱 41750069   胡○翔 41750047   蘇○文 41750094   譚○廷 41750003   張○緯

41750078   孫○徽

正取 41760009   杜○宏

備取 41760012   楊○慶 41760006   鄭○廷 41760013   黃○彥 41760007   廖○然 41760010   蘇○穎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5名）

圖文傳播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3名）

機電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8名）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6名）

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7名）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8名）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4名）

地球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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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 41770005   盧○琳

備取 41770001   張○緯 41770021   孫○徽 41770004   劉○佳 41770007   范○君 41770022   林○怡

41770018   劉○毅 41770010   楊○慶

正取 41830013   都○中 41830038   陳○晴

備取 41830039   張○群 41830005   陳○芸 41830037   蔡○慈 41830026   蕭○ 41830015   郭○維

41830016   吳○瑜 41830003   許○捷

正取 41900004   蔣○辰

正取 41920007   劉○

備取 41920015   莊○維

音樂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7名）

東亞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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