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年度教育學程研究所學生甄選正備取名單
中等學校：第一類 正取35名

          第二類 正取4名

          第三類 正取51名

 特教身障：正取7名，備取20名

特教資優：正取1名，備取2名

編號 報考類科 錄取類別 准考證號 就讀系所 學號 姓名 錄取結果

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1 教育研究所 M0713011 蔡○芸 正取

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2 國文學系 M0742001 呂○蓉 正取

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3 臺灣文學研究所 M0748008 蔡○昀 正取

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4 輔導與諮商學系 M0711016 侯○晏 正取

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5 教育研究所 A0513224 李○君 正取

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6 教育研究所 A0713221 潘○鈺 正取

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7 教育研究所 M0713008 陳○暉 正取

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8 教育研究所 A0713225 李○豪 正取

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09 教育研究所 M0713013 彭○哲 正取

1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0 教育研究所 M0713020 賴○榕 正取

1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1 教育研究所 M0713018 劉○揚 正取

1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2 教育研究所 A0713208 王○佩 正取

1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3 國文學系 M0742006 張○舜 正取

1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4 國文學系 M0742008 盧○昌 正取

1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5 教育研究所 A0713215 蔡○欣 正取

1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6 教育研究所 A0713223 曾○樺 正取

1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7 輔導與諮商學系 M0711007 張○敏 正取

1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8 輔導與諮商學系 M0711004 劉○豪 正取

1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19 臺灣文學研究所 M0748001 陳○娟 正取

2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0 臺灣文學研究所 M0748004 陳○惠 正取

2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1 特殊教育學系 M0612102 楊○懋 正取

2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2 教育研究所 A0713226 李○華 正取

2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3 教育研究所 A0713404 黃○錚 正取

2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4 教育研究所 M0513016 王○琳 正取

2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5 教育研究所 A0613229 林○寬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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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6 教育研究所 A0713202 黃○祐 正取

2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7 教育研究所 A0713412 蕭○佩 正取

2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8 國文學系 M0642013 黃○坪 正取

2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29 國文學系 M0742003 廖○萱 正取

3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30 臺灣文學研究所 M0648006 曾○毓 正取

3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31 教育研究所 M0613019 林○姍 正取

3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32 教育研究所 M0613005 黃○淳 正取

3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33 輔導與諮商學系 A0511103 徐○芳 正取

3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34 教育研究所 A0613406 劉○靈 正取

3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研10721035 教育研究所 A0513229 周○萱 正取

3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二類 研10722001 運動健康研究所 M0777009 李○沅 正取

3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二類 研10722002 運動學系 A0671013 林○樺 正取

3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二類 研10722003 運動健康研究所 M0777013 林○盛 正取

3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二類 研10722004 運動健康研究所 M0777004 黃○倫 正取

4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1 企業管理學系 M0763103 林○瑋 正取

4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2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A0778024 陳○瑱 正取

4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3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A0731002 張○騰 正取

4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4 科學教育研究所 M0721011 黃○璇 正取

4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5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M0778011 劉○佑 正取

4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6 企業管理學系 M0763001 張○芳 正取

4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7 科學教育研究所 M0721010 張○喬 正取

4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8 科學教育研究所 M0721009 陳○霖 正取

4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09 數學系 M0722003 梁○雅 正取

4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0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A0778005 劉○祐 正取

5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1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A0731008 沈○傑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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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2 會計學系 M0762007 黃○順 正取

5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3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746005 許○宜 正取

5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4 車輛科技研究所 M0734006 羅○君 正取

5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5 英語學系 M0641011 林○儀 正取

5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6 資訊管理學系 M0661002 沈○新 正取

5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7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A0778003 張○華 正取

5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8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A0778020 莊○諺 正取

5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19 車輛科技研究所 M0734013 黃○宸 正取

5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0 企業管理學系 M0763009 魏○琪 正取

6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1 電機工程學系 A0752022 曹○鑫 正取

6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2 車輛科技研究所 M0734015 黃○融 正取

6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3 科學教育研究所 M0721005 詹○雯 正取

6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4 車輛科技研究所 M0734014 楊○良 正取

6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5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746007 呂○樺 正取

6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6 英語學系 M0541002 蔡○潔 正取

6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7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M0778005 藍○劭 正取

6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8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M0778008 李○豪 正取

6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29 數學系 M0722001 王○養 正取

6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0 英語學系 A0641017 陳○萱 正取

7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1 歷史學研究所 M0740003 張○閎 正取

7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2 英語學系 A0641020 王○薰 正取

7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3 機電工程學系 M0751014 林○瀚 正取

7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4 英語學系 A0741007 歐○純 正取

7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5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M0778010 張○倫 正取

7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6 英語學系 A0741005 羅○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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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7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M0778006 謝○翰 正取

7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8 歷史學研究所 M0740008 許○翔 正取

7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39 會計學系 M0662002 項○綸 正取

7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0 英語學系 A0641006 林○芳 正取

8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1 資訊工程學系 M0754015 賴○晨 正取

8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2 數學系 M0722006 余○庭 正取

8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3 數學系 M0722007 林○寰 正取

8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4 電子工程學系 M0753012 楊○凱 正取

8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5 統計資訊研究所 M0728004 温○綾 正取

8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6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A0778017 丁○銘 正取

8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7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

系
A0778019 黃○群 正取

8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8 歷史學研究所 M0740006 張○天 正取

8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49 翻譯研究所 M0747001 廖○儷 正取

8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50 翻譯研究所 M0747010 葛○瑄 正取

9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研10723051 資訊工程學系 M0654019 賴○諺 正取

91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01 特殊教育學系 M0712012 林○瑄 正取

92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03 特殊教育學系 M0612028 古○君 正取

93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04 特殊教育學系 M0612023 江○璇 正取

94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06 特殊教育學系 M0612103 李○慈 正取

95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09 特殊教育學系 M0612003 簡○彥 正取

96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9 特殊教育學系 M0512005 蔡○霖 正取

97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0 特殊教育學系 A0612025 王○書 正取

98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4 特殊教育學系 A0612005 許○文 備取1

99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3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19 李○煊 備取2

100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6 特殊教育學系 M0712002 江○邦 備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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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1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05 陳○山 備取4

102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3 特殊教育學系 M0512009 張○琳 備取5

103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7 特殊教育學系 A0612017 胡○菁 備取6

104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30 特殊教育學系 A0512016 張○惠 備取7

105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0 特殊教育學系 M0612004 許○軒 備取8

106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9 特殊教育學系 A0612028 林○姿 備取9

107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4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27 陳○偉 備取10

108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7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21 邱○凱 備取11

109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05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01 高○婷 備取12

110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2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15 賴○彰 備取13

111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2 特殊教育學系 A0612024 林○琪 備取14

112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8 特殊教育學系 A0512010 江○儀 備取15

113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5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24 謝○融 備取16

114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02 特殊教育學系 A0512012 莊○安 備取17

115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18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08 石○欣 備取18

116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1 復健諮商研究所 M0714010 葉○菁 備取19

117 特教身心障礙類科 特教身障 研10724026 特殊教育學系 M0712006 黃○瑩 備取20

118 特教資賦優異類科 特教資優 研10725003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13 張○雅 正取

119 特教資賦優異類科 特教資優 研10725001 特殊教育學系 M0512106 蔡○桓 備取1

120 特教資賦優異類科 特教資優 研10725002 特殊教育學系 M0712104 謝○呈 備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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