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報考學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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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錄取結果

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教育研究所 M1013014 陳O均 正取

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國文學系 M1042005 陳O安 正取

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國文學系 M1042007 王O宏 正取

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教育研究所 M1013015 涂O軒 正取

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教育研究所 M1013021 黃O芸 正取

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特殊教育學系 M1012107 吳O霖 正取

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教育研究所 M0913007 謝O淑 正取

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教育研究所 M0913017 黃O鈴 正取

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教育研究所 A1013217 謝O呈 正取

1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運動健康研究所 M1077001 黃O珩 正取

1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運動健康研究所 M0977014 林O安 正取

1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運動健康研究所 M1077007 賴O晴 正取

1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運動健康研究所 M1077004 黃O霆 正取

1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美術學系 M1044106 曾O媖 正取

1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化學系 M1025020 蕭O圻 正取

1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歷史所 M0940007 莊O硯 正取

1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美術學系 M1044104 藍O芳 正取

1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車輛科技研究所 M1034002 彭O良 正取

1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統計資訊研究所 M1028001 張O婷 正取

2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數學系 M1022005 何O瀚 正取

2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企業管理學系 M0963017 吳O紅 正取

2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美術學系 M1044003 林O修 正取

2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美術學系 M1044001 林O羽 正取

2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M1078004 蔡O芬 正取

2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兒童英語研究所 M1046007 黃O廷 正取

2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兒童英語研究所 M1046003 李O絜 正取

2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兒童英語研究所 M1046001 林O儀 正取

2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兒童英語研究所 M1046010 黃O筠 正取

2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兒童英語研究所 M1046002 陳O薇 正取

3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翻譯研究所 M0847013 何O倫 正取

3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M1078003 陳O霖 正取

3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企業管理學系 M1063001 陳O儒 正取

3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企業管理學系 M1063002 陳O泓 正取

3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企業管理學系 M0963025 鍾O宏 正取

3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M1031001 黃O錡 正取

3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美術學系 M1044105 廖O鈴 正取

3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M1057004 吳O熹 正取

3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企業管理學系 M1063115 葉O竹 正取

3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資訊工程學系 M1054011 鄭O 正取

4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化學系 M1025014 張O舲 正取

110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正備取名單-研究所學生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第一類 正取 9名.備取 0名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第二類 正取 4名.備取 0名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第三類 正取31名.備取 0名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正取 10名.備取 4名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正取 7名.備取 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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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車輛科技研究所 M1034010 吳O毅 正取

4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M1067025 劉O捷 正取

4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車輛科技研究所 M1034009 林O成 正取

4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機電工程學系 D1051003 姜O騰 正取

45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教育研究所 D0913005 蕭O 正取

46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1012001 翁O珉 正取

47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A1012011 陳O昇 正取

48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07 黃O絨 正取

49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復健諮商研究所 M1014010 范O欣 正取

50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A0812004 劉O玲 正取

51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1012005 陳O湲 正取

52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013 陳O玟 正取

53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1012009 黃O君 正取

54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A0812017 王O雅 正取

55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A1012015 洪O華 備取1

56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A0612013 余O芳 備取2

57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M1012011 吳O宏 備取3

58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M1012012 林O瑩 備取4

59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物理學系 M0923004 林O倫 正取

60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教育研究所 M1013005 陳O綺 正取

61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1012106 張O琦 正取

62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1012101 蔡O宣 正取

63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物理學系 M1023005 李O賢 正取

64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106 鄭O瑧 正取

65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101 林O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