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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教育學程研究生甄選錄取名單
中等學校：第一類 正取13名 備取6名
第二類 正取2名
備取4名
第三類 正取58名 備取6名
特教身障：正取 6名
備取6名
特教資優：正取 2名
備取0名
編號

報考類別

錄取組別 准考證號碼

系所別

1-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09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1-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70

1-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姓名

學號

錄取結果

許○榮 M0113010

正取

黃○嘉 A0313215

正取

10321160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黃○瑄 M0311019

正取

1-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13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黃○筠 M0312005

正取

1-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15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張○蔚 M0112105

正取

1-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15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張○民 M0313006

正取

1-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24

王○盈 A0313210

正取

1-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96 國文學系碩士班

羅○馨 M0342004

正取

1-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37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林○媮 M0248009

正取

1-10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225

張○欣 A0211028

正取

1-1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83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梁○榛 M0348002

正取

1-1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89 國文學系博士班

黃○正 D0342001

正取

1-1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93 國文學系碩士班

洪○綺 M0342010

正取

1-1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28 國文學系碩士班

陳○婕 M0242020

備取1

1-1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62 國文學系碩士班

金○伶 M0142002

備取2

1-1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61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張○敏 M0313011

備取3

1-1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208

洪○晏 A0211001

備取4

教育研究所教育創新與人
力發展碩士學位班

教育研究所教育創新與人
力發展碩士學位班

輔導與諮商學系心理健康
與諮詢碩士學位班

輔導與諮商學系心理健康
與諮詢碩士學位班

1/6

103學年度教育學程研究生甄選錄取名單
中等學校：第一類 正取13名 備取6名
第二類 正取2名
備取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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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身障：正取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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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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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

姓名

學號

錄取結果

1-1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083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林○証 M0313001

備取5

1-1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一類

10321171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許○玲 M0248004

備取6

2-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二類

10321159 運動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黃○婷 M0277005

正取

2-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二類

10321155 運動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左○怡 M0277001

正取

2-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二類

10321092

楊○昌 M0176009

備取1

2-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二類

10321037 運動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洪○珊 M0377004

備取2

2-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二類

10321068

運動學系應用運動科學碩
士班

林○龍 M0371101

備取3

2-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二類

10321222

運動學系應用運動科學碩
士班

王○怡 M0271104

備取4

3-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90 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蔡○航 M0340005

正取

3-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05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碩士班

于○芸 M0378001

正取

3-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59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碩士班

李○家 M0378005

正取

3-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215 翻譯研究所碩士班

張○蒨 M0347006

正取

3-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05 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韓○儒 M0240003

正取

3-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07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碩士班

游○婷 M0278007

正取

3-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58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碩士班

林○斐 M0378008

正取

3-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42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碩士班

王○任 M0378003

正取

3-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26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陳○先 M0321009

正取

應用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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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第一類 正取13名 備取6名
第二類 正取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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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考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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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

姓名

學號

錄取結果

3-10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53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碩士班

余○育 M0333010

正取

3-1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95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周○軒 M0321003

正取

3-1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66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邵○婷 M0263104

正取

3-1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40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李○螢 M0321012

正取

3-1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38 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楊○軒 M0340003

正取

3-1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38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碩士班

葉○仁 M0333013

正取

3-1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79

英語學系應用英語碩士學
位班

陳○芬 A0241011

正取

3-1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27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碩士班

李○怡 M0378009

正取

3-1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20 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游○雲 D0221001

正取

3-1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35

劉○君 A0341004

正取

3-20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5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蔡○穎 M0354007

正取

3-2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84 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黃○祺 M0340007

正取

3-2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18 兒童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楊○萱 M0246005

正取

3-2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36 兒童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呂○展 M0346003

正取

3-2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06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何○儒 M0321006

正取

3-2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49 英語學系碩士班

黃○欣 M0341019

正取

3-2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17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李○玟 M0321014

正取

英語學系應用英語碩士學
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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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第一類 正取13名 備取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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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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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組別 准考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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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號

錄取結果

3-2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65 英語學系碩士班

孫○廷 M0341001

正取

3-2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213 兒童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潘○芳 M0346001

正取

3-2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34 兒童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李○捷 M0346002

正取

3-30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28

郭○嬬 M0378011

正取

3-3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60 英語學系碩士班

許○筑 M0341018

正取

3-3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32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碩士班

李○庭 M0333023

正取

3-3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80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吳○友 M0321002

正取

3-3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86

廖○婷 A0241014

正取

3-3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54 地理學系碩士班

曾○綺 M0343003

正取

3-3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50 英語學系碩士班

張○琳 M0341007

正取

3-3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98

謝○龍 A0331020

正取

3-3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27 兒童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康○敏 M0346004

正取

3-3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24

蘇○翔 M0231010

正取

3-40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56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陳○潔 M0354002

正取

李○學 A0378014

正取

韓○尹 M0361003

正取

曾○琇 D0341001

正取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碩士班

英語學系應用英語碩士學
位班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技職
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班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碩士
班

3-4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10321230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碩士
學位班
10321123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3-4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41 英語學系博士班

3-4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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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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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號

錄取結果

3-4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99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劉○中 M0321018

正取

3-4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205 美術學系碩士班

王○君 M0344105

正取

3-4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85 物理學系碩士班

吳○昱 M0323001

正取

3-4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64 英語學系碩士班

顏○甄 M0341003

正取

3-4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40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碩士班

劉○君 M0333011

正取

林○樞 A0378003

正取

陳○宜 M0346006

正取

鄭○玲 M0240008

正取

謝○邑 A0341009

正取

3-50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10321088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碩士
學位班
10321067 兒童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3-5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62 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3-5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85

3-5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46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邱○承 M0254003

正取

3-5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12 兒童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黃○惠 M0346009

正取

3-55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48 英語學系碩士班

林○潔 M0341009

正取

3-56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42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碩士班

王○安 M0333003

正取

3-57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69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蔡○楓 M0354103

正取

3-58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30 英語學系碩士班

詹○侺 M0341005

正取

3-5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74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吳○峰 M0321020

備取1

3-60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76 翻譯研究所碩士班

劉○欣 M0247008

備取2

3-49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英語學系應用英語碩士學
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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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87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3-6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姓名

學號

錄取結果

陳○○鵬 M0121005

備取3

10321172 地理學系碩士班

許○輝 M0343005

備取4

3-63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057 英語學系碩士班

白○嘉 M0341012

備取5

3-6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第三類

10321167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陳○岳 M0263105

備取6

身-1 特教身障組

10323016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陳○嘉 M0212004

正取

身-2 特教身障組

10323011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簡○純 M0312008

正取

身-3 特教身障組

10323012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曾○媛 M0312011

正取

身-4 特教身障組

10323010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林○琪 M0312009

正取

身-5 特教身障組

10323006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黃○華 M0212208

正取

身-6 特教身障組

10323017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沈○辰 M0212006

正取

身-7 特教身障組

10323002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張○雯 M0212002

備取1

身-8 特教身障組

10323003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王○茹 M0312003

備取2

身-9 特教身障組

10323001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柯○安 M0312206

備取3

身-10 特教身障組

10323014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黃○富 M0312203

備取4

身-11 特教身障組

10323005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王○雯 M0312013

備取5

身-12 特教身障組

10323007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鍾○翰 M0312104

備取6

資-1 特教資優組

10322002 生物學系碩士班

吳○穎 M0224012

正取

資-2 特教資優組

10322001 物理學系碩士班

陳○男 M0223002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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