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教育學程大學部學生甄選正備取名單 

中等學校：第一類 正取19名.備取 0名  

第二類 正取 3名.備取 0名 

第三類 正取27名.備取 0名 

特教身障：正取 0名.備取 0名 

特教資優：正取 0名.備取 0名 

 

編

號 
報考類別 

錄取 

類別 
准考證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錄取 

結果 

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125 許O懷 正取 

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2 國文學系 S0742025 冼O宇 正取 

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3 國文學系 S0742128 吳O駿 正取 

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4 國文學系 S0742051 沈O彤 正取 

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5 國文學系 S0742123 洪O哲 正取 

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6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127 謝O淳 正取 

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7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140 陳O綸 正取 

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8 國文學系 S0742050 唐O婷 正取 

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09 國文學系 S0742152 吳O璇 正取 

1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0 國文學系 S0742150 詹O荏 正取 

1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1 國文學系 S0842014 黃O淇 正取 

1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3 國文學系 S0842048 黃O甄 正取 

1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5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112 劉O佳 正取 

1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6 國文學系 S0742020 廖O全 正取 

1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7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136 莊O淇 正取 

1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8 國文學系 S0842146 蕭O涵 正取 

1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19 國文學系 S0842138 黃O慈 正取 

1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20 國文學系 S0843006 黃O睿 正取 

1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931021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811129 余O熙 正取 

2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932001 運動學系 S0871040 周O涵 正取 

2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932003 運動學系 S0871002 金O弦 正取 

2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932004 運動學系 S0771072 谷O蓁 正取 

2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1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37 鄭O易 正取 

2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2 數學系 S0722135 范O玲 正取 

2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3 物理學系 S0823146 陳O諄 正取 

2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4 美術學系 S0844014 雲O軒 正取 

2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5 地理學系 S0843035 蔡O音 正取 

2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6 地理學系 S0743051 沈O舷 正取 

2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7 美術學系 S0844013 趙O琁 正取 

3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8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831143 葉O誠 正取 

3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09 地理學系 S0843050 顏O薾 正取 

3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0 數學系 S0722125 鍾O旻 正取 

3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1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26 王O鈞 正取 

3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2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08 賈O翔 正取 

3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3 資訊工程學系 S0854025 林O憲 正取 

3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4 美術學系 S0744008 賴O浩 正取 

3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5 物理學系 S0823144 許O鈞 正取 

3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6 物理學系 S0723142 顏O筌 正取 



編

號 
報考類別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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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 

結果 

3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7 物理學系 S0823145 何O瑩 正取 

4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8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132 蔡O淮 正取 

4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19 美術學系 S0844030 劉O吟 正取 

4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0 美術學系 S0844006 胡O華 正取 

4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1 美術學系 S0844016 葉O妮 正取 

4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2 化學系 S0825051 林O吟 正取 

4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3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831107 葉O昀 正取 

4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4 化學系 S0822005 周O宇 正取 

4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5 美術學系 S0844021 全O嘉 正取 

4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6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831134 徐O瑋 正取 

4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933027 美術學系 S0844027 張O嘉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