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110學年度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錄取名單
依 據：本校110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第4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110學年度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錄取名單，依考生
名次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順序排列。
教育學系教育哲史組
一般生（正取2名）
正取

70001001 楊○皓

70001002 鄭○齡

教育學系教育政策與行政組
一般生（正取7名）
正取

70002002 袁○笙

70002007 王○先

70002005 周○慈

70002009 傅○雯

70002008 蔡○穎

70002001 陳○軒

70002004 張○寧

教育學系教育社會學組
一般生（正取1名）
正取

70003003 蘇○瑋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組（教育心理）
一般生（正取2名）
正取

70011104 丁○珊

70011105 趙○揚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組（測驗科技）
一般生（正取0名）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諮商心理學組
一般生（正取1名）
正取

70012003 李○弘

社會教育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4名）
正取

70020007 劉○淇

70020008 涂○敏

備取

70020005 譚○悌

70020002 李○仰

70020009 陳○辰

70020006 邱○瑩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5名，備取4名）
正取

70030011 李○敏

70030010 葉○菁

70030008 薛○如

70030003 賴○慶

備取

70030007 蘇○智

70030005 林○伶

70030006 洪○辰

70030002 蕭○軒

70050003 王○強

70050016 張○吟

70030004 魏○涵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一般生（正取5名，備取2名）
正取

70050006 吳○誠

70050008 蘇○慧

備取

70050012 王○惠

70050018 黃○姿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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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50002 彭○軒

正取

70061002 陳○君

備取

70061003 梁○儀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正取

70062002 李○雯

備取

70062001 巫○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公民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3名）
正取

70071004 陳○廷

70071011 簡○任

70071007 許○清

備取

70071008 周○彥

70071013 游○霖

70071003 杜○蓁

70071012 鍾○玲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生事務組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2名）
正取

70072003 劉○瑋

70072006 汪○豪

備取

70072002 周○恩

70072001 邱○芬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戶外教育與活動領導組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4名）
正取

70073001 林○君

70073005 洪○

備取

70073002 林○旻

70073004 陳○微

70073008 郭○霞

70073006 羅○聘

70091004 李○龍

70091003 曾○靜

資訊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2名）
逕行錄取

70080003 黃○芳

70080007 丁○珊

正取

70080001 屠○瑩

70080006 卓○萱

備取

70080002 謝○珊

70080008 倪○慈

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組
一般生（正取5名）
正取

70091001 陳○宇

70091005 葉○霖

特殊教育學系資賦優異組
一般生（正取2名）
正取

70092004 陳○華

70092002 段○珍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2名）
正取

70015002 洪○翔

70015001 李○佩

英語學系文學組
一般生（正取0名）

英語學系語言學組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正取

70212002 陳○琳

備取

70212003 曾○震

英語學系英語教學組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1名）
正取

70213007 吳○蓉

備取

70213004 夏○軒

70213001 洪○翎

臺灣語文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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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91002 鄧○

正取

70260005 魏○陽

備取

70260006 林○柔

70260002 林○漢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運動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3名）
正取

70301002 張○豪

70301006 曾○峰

70301004 楊○惟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運動科學組
一般生（正取3名）
正取

70302002 林○宏

70302008 謝○恩

70302004 龔○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4名）
正取

70310008 曾○峰

70310007 陳○微

備取

70310001 李○正

70310006 張○棠

70310003 林○蓁

70410001 羅○瑄

70410003 廖○杰

70420003 葉○融

70420001 韓○宇

70430001 陳○元

70430004 黃○銘

70310012 張○雄

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
正取

70410002 劉○渝

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
正取

70420002 廖○柔

生命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1名）
正取

70430002 洪○

備取

70430003 熊○

地球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0名）

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備取1名）
正取

70470002 邱○弦

備取

70470003 張○文

工業教育學系
一般生（正取5名，備取5名）
正取

70700008 賴○奎

70700011 張○珊

70700002 涂○瑜

70700006 陳○晶

70700009 邱○鈞

備取

70700014 李○逸

70700001 江○澔

70700010 謝○毅

70700004 林○貴

70700015 簡○芬

70841003 劉○敏

70841007 屈○美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1名）
逕行錄取

70750001 許○鵬

光電工程研究所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1名）
正取

70770002 李○榮

備取

70770001 許○周

70770003 阮○淇

東亞學系
一般生（正取2名，備取1名）
正取

70830003 曾○軒

備取

70830002 劉○亨

70830001 黃○蓉

華語文教學系華語文教學組
一般生（正取4名，備取3名）
正取

70841004 曾○青

70841005 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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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

70841009 倪○慈

70841002 林○敏

70841006 陳○吾

華語文教學系產學研發組
一般生（正取3名，備取3名）
正取

70842001 周○揚

70842003 劉○誼

70842006 張○華

備取

70842002 張○

70842004 陳○慧

70842005 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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