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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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名.備取 0名  

第二類 正取 4名.備取 2名 

第三類 正取32名.備取 8名 

特教身障：正取 0名.備取 0名 

特教資優：正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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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10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611138 李O毅 正取 

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2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128 潘O捷 正取 

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3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111 楊O方 正取 

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4 國文學系 S0742149 蘇O廷 正取 

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5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137 侯O唐 正取 

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6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113 李O宗 正取 

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7 國文學系 S0642023 鄭O倢 正取 

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8 特殊教育學系 S0712115 張O宜 正取 

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09 特殊教育學系 S0712009 王O筑 正取 

1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0 國文學系 S0742017 邱O豪 正取 

1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1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120 賴O翎 正取 

1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2 國文學系 S0642037 鄭O哲 正取 

1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3 特殊教育學系 S0712005 林O宇 正取 

1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4 特殊教育學系 S0712003 陳O欣 正取 

1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5 輔導與諮商學系 S0711117 簡O樺 正取 

1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6 國文學系 S0742141 孫O瑄 正取 

1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大10831017 國文學系 S0742136 張O雲 正取 

1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832005 運動學系 S0771002 李O祥 正取 

1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832007 運動學系 S0771070 林O睿 正取 

2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832010 運動學系 S0771019 葉O旂 正取 

2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832012 運動學系 S0671042 蕭O錡 正取 

2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832001 運動學系 S0671065 焦O誠 備取1 

2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大10832006 運動學系 S0771072 谷O蓁 備取2 

2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1 化學系 S0725051 方O幃 正取 

2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2 化學系 S0725052 蔡O翔 正取 

2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3 資訊工程學系 S0654039 宋O靜 正取 

2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5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13 王O弘 正取 

2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6 化學系 S0725040 曾O祐 正取 

2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7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12 石O仁 正取 

3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8 會計學系 S0662008 陳O雯 正取 

3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9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18 賴O彥 正取 

3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0 美術學系 S0744016 陳O欣 正取 

3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1 資訊管理學系 S0761121 林O霈 正取 

3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2 地理學系 S0743050 賴O升 正取 

3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3 企業管理學系 S0763040 林O瑜 正取 

3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4 資訊管理學系 S0761004 林O辰 正取 

3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5 化學系 S0662123 楊O勳 正取 

3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6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005 吳O興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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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7 會計學系 S0762114 何O萱 正取 

4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8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029 陳O均 正取 

4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0 電機工程學系 S0752035 葉O丞 正取 

4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1 地理學系 S0743049 張O安 正取 

4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2 化學系 S0725021 郭O昊 正取 

4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7 電子工程學系 S0653027 董O君 正取 

4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8 數學系 S0622044 葉O琳 正取 

4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9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39 范O沂妘 正取 

4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0 物理學系 S0623143 周O眉 正取 

4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1 物理學系 S0623138 陳O穎 正取 

4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2 會計學系 S0762131 陳O茹 正取 

5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3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106 范O瑜 正取 

5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4 機電工程學系 S0651043 李O榮 正取 

5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5 電機工程學系 S0752006 吳O唐 正取 

5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6 美術學系 S0744030 官O瑋 正取 

5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7 美術學系 S0744017 吳O兒 正取 

5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42 機電工程學系 S0651054 周O文 正取 

5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5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022 連O濰 備取1 

5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38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14 吳O橋 備取2 

5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04 資訊工程學系 S0754037 鄭O易 備取3 

5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19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132 蔡O淮 備取4 

6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40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118 李O瑋 備取5 

6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41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101 李O緯 備取6 

6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3 美術學系 S0744005 蔡O宇 備取7 

6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大10833026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S0731114 林O祥 備取8 

64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教

資優 

大10835001 物理學系 S0623116 翁O峯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