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110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考試錄取名單
依
據：本校110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第14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經招生委員會審議結果，110學年度博士班錄取名單依考生名次由左至右，
再由上而下順序排列。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組（教育心理）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2名）
80011101 陳○暉
正取
備取

80011102 余○同

80011108 潘○慧

80011105 張○昀

80011107 熊○君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組（測驗科技）
一般生（正取2名）
80011202 陳○君
正取

80011201 連○鈞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諮商心理學組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2名）
80012009 林○林
正取
80012001
王○萱
備取

80012007 洪○玲
80012003 繆○晏

社會教育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2名）
80020004 曾○倫
正取
80020002 楊○凡
備取

80020005 賴○宏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4名）
80050011 張○皓
正取
備取

80050005 王○惠

80050004 王○德

80050010 曾○翎

80050015 洪○美

80050008 彭○民

80050013 簡○如

80050003 周○家

80200021 董○祥

80200005 吳○櫻

80200014 廖○雄

80200009 李○祐

80200016 林○藝

80200008 王○林

資訊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2名）
逕行錄取 80080003 張○揚
正取

80080007 陳○晉

備取

80080009 汪○萍

80080001 蔡○瑛
80080008 曾○聞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1名）
正取

80151002 楊○

國文學系
一般生（正取7名，備取5名）
正取
備取

80200010 謝○紘

80200015 呂○真

80200004 汪○

80200017 游○茵

80200003 王○平

80200002 顏○

英語學系文學組
一般生（正取0名）

英語學系英語教學組
一般生（正取2名）
80213003 陳○如
正取

80213004 劉○婷

歷史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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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

80220008 林○安

80220011 黃○惟

80220007 黃○雯

備取

80220002 陳○閔

80220005 江○展

80220001 曾○傑

80220014 陳○祥

80230001 林○正
80230005 林○柔

80230006 范○然

80230003 王○芳

80250006 陳○勤

地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2名）
80230004 王○皓
正取
80230002 陳○均
備取

翻譯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2名）
正取

80250001 吳○慧

80250002 謝○湞

備取

80250003 王○心

80250008 林○雄

臺灣語文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3名）
正取
備取

80260002 陳○宇
80260003 謝○琳

80260004 吳○吉
80260005 簡李○松

80260007 孫○惠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運動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6名，備取2名）
正取

80301008 鍾○瑋
80301003 簡○宇

80301005 陳○峰

備取

80301002 潘○澄

80301001 陳○妤

80301006 邱○恩

80301011 陳○帆

80301010 張○傑

80302007 陳○翔

80302015 侯○方

80302004 施○如

80310006 張○棠

80310004 陳○妤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運動科學組
一般生（正取5名，備取2名）
80302005 張○棠
正取
備取

80302013 林○斌

80302014 楊○瑢
80302010 朱○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4名）
80310002 林○敏
正取
備取

80310007 黃○元

80310012 張○傑
80310003 劉○琦

數學系數學組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1名）
80401002 胡○行
正取
備取

80401004 江○恩

80401003 簡○良

數學系數學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0名）

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逕行錄取

80410001 姜○帆

80410002 張○真

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正取
備取

80420001 江○玉
80420002 徐○威

生命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正取

80430002 李○耕

備取

80430001 葉○文

地球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
正取

80440001 莊○瑜

80440002 程○銘

80440003 廖○林

科學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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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

80450005 隋○融

80450003 羅○

80450002 林○慶

80460004 吳○其

80460006 謝○霖

環境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1名）
正取

80460003 吳○薇

備取

80460002 廖○盈

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
正取

80470001 陳○涵

美術學系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暨管理組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1名）
正取

80601009 吳○凡

備取

80601006 顏○志

80601005 許○齡

80601010 朱○瑤

80601004 汪○廷

美術學系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
一般生（正取3名）
正取

80603002 蕭○玟

80603004 彭○軒

80603005 楊○淵

80606024 廖○禎

80606001 張○文

80606019 張○欣

80606018 張○芸

80606002 吳○瑋

80606006 林○怜

80606011 張○

80680004 吳○
80680006 林○蓁

80680020 陳○俊
80680010 謝○

80680021 彭○雯

80712015 涂○

80712004 李○郁

美術學系美術創作理論組
一般生（正取7名）
正取

設計學系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6名）
正取
備取

80680015 羅○志
80680011 徐○治

80680019 陳○利
80680005 朱○穎

80680023 劉○慈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科技與工程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1名）
正取

80711001 游○諺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人力資源組
一般生（正取6名，備取3名）
正取

80712013 張○寧

80712001 洪○瑩

80712010 林○郁

80712003 王○仁

80712011 蘇○雲

80712009 賴○瑩
備取

80712014 林○

機電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
80730002 黃○亭
正取

80730001 李○洪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
正取

80750001 周○永

80750002 黃○琳

80750003 謝○岳

80830007 游○婷

80830001 黃○豪

光電工程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1名）
逕行錄取

80770001 何○嘉

東亞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4名）
正取

80830002 胡○宸

備取

80830003 簡○文

音樂學系音樂學組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正取

80901002 蔣○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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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30008 林○欣

備取

80901001 黎○伶

音樂學系音樂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80902006 王○伶
正取
備取

80902005 林○怡

音樂學系表演藝術組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2名）
80903002 王○尹
正取
備取

80903014 蘇○鎮

80903015 白○捷

80903009 王○揚

80903016 陳○漢

音樂學系作曲組
一般生（正取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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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3010 高○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