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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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類 正取3名

          第三類 正取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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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10731001 國文學系 S0642111 吳○澄 正取

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2 國文學系 S0642139 吳○誼 正取

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3 特殊教育學系 S0612130 鍾○儀 正取

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4 國文學系 S0542104 饒○萱 正取

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5 國文學系 S0542048 李○璇 正取

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6 國文學系 S0542047 張○芳 正取

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7 國文學系 S0642138 莊○慈 正取

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8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611106 施○好 正取

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09 國文學系 S0642011 盛○馨 正取

1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0 國文學系 S0642042 張○廷 正取

1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1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611122 許○銘 正取

1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2 國文學系 S0642028 張○玲 正取

1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3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611133 陳○婕 正取

1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4 國文學系 S0642124 徐○潔 正取

1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5 國文學系 S0642031 陳○青 正取

1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6 國文學系 S0642016 葉○鈺 正取

1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7 國文學系 S0642015 李○蕙 正取

1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8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611102 陳○郁 正取

1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一類 大10731019 國文學系 S0642012 李○洋 正取

2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二類 大10732001 運動學系 S0671012 羅○兆 正取

2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二類 大10732002 運動學系 S0671067 邱○翔 正取

2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二類 大10732004 運動學系 S0571039 蕭○瑞 正取

2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1 美術學系 S0644030 湯○心 正取

2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2 物理學系 S0523144 林○倫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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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3 生物學系 S0524055 李○彤 正取

2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4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S0531047 簡○安 正取

2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5 生物學系 S0624052 李○臻 正取

2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6 生物學系 S0624050 沈○琪 正取

2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7 會計學系 S0562049 李○賢 正取

3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8 電機工程學系 S0652002 陳○昕 正取

3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09 會計學系 S0662140 李○甄 正取

3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0 化學系 S0625056 賴○彤 正取

3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1 機電工程學系 S0651006 邱○予 正取

3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2 機電工程學系 S0651019 黃○庭 正取

3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3 生物學系 S0624053 許○恩 正取

3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4 美術學系 S0644021 劉○妤 正取

3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5 企業管理學系 S0563069 廖○敏 正取

3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6 生物學系 S0624051 黃○萱 正取

3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7 美術學系 S0544030 林○芳 正取

4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8 會計學系 S0662102 林○妤 正取

4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19 企業管理學系 S0663046 陳○怡 正取

4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0 美術學系 S0544033 李○蓁 正取

4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1 資訊管理學系 S0661004 彭○芫 正取

4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2 電子工程學系 S0653011 陳○心 正取

4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3 電子工程學系 S0553032 王○翔 正取

4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4 機電工程學系 S0651027 林○欽 正取

4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5 生物學系 S0624013 邱○惟 正取

4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6 資訊管理學系 S0661016 楊○宇 正取

4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 第三類 大10733027 會計學系 S0662139 呂○祺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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