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告

主

旨：公告本校 109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考試錄取榜單

依

據：本校 109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6 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109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考試錄取名單，依考生
名次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順序排列。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一般生（正取 0 名）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一般生（正取 1 名，備取 3 名）
正取

10918003 朱祉蓁

備取

10918005 吳嘉恆

10918017 張建宇

10918001 王晞薺

社會教育學系
一般生（正取 2 名，備取 2 名）
正取

10916025 廖庭儀

10916020 李珈瑄

備取

10916018 王品淳

10916015 葉子寧

國文學系
一般生（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正取

10901004 吳玟錡

備取

10901002 葉昕芃

10901005 蔡昀姍

英語學系
一般生（正取 1 名，備取 4 名）
正取

10902005 陳爾謙

備取

10902007 楊佳翰

10902009 蔡丞

10902008 林淳信

10902006 賀宸葳

10904013 李品賢

10904005 劉詠筑

10904016 陳暐潔

地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 1 名）
正取

10903001 施盈慈

數學系
一般生（正取 5 名）
正取

10904024 薛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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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07 林奕辰

物理學系
一般生（正取 2 名，備取 9 名）
正取

10905003 陳柏翰

10905012 呂翊綺

備取

10905001 王博玄

10905010 潘勤華

10905004 許維軒

10905002 陳既為

10905013 柯汶佑

10905015 江佰龍

10905008 蔡佽儒

10905014 曾奕獉

10906002 施凱升

10906001 孫暐鈞

10906006 吳宇凡

10906008 吳枳儇

10906003 李佳璇

10906007 林盈蓁

10905006 孫颯馬

化學系
一般生（正取 6 名，備取 4 名）
正取

10906004 錢美瑜

10906012 張益絃

10906009 許羽忻
備取

10906011 段佩君

生命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 3 名，備取 6 名）
正取

10907012 林佳妮

10907005 邱筠恩

10907013 林緗婷

備取

10907019 段佩君

10907003 陳迦恩

10907006 楊易庭

10907008 李思賢

10907009 林鈺翔

10909026 邱新益

10907004 陳維庭

地球科學系
一般生（正取 2 名，備取 3 名，優先錄取 1 名）
正取

10908003 陳彥妤

10908006 郭宸志

優先錄 10908008 劉又萱
取
備取

10908009 陳鏡羽

10908013 王曉璐

10908008 劉又萱

資訊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 5 名，備取 9 名）
逕行錄 10909004 張嘉育

10909052 曹瀚文

取
正取

10909021 陳思羽

10909020 黃宥嘉

10909053 李詳弘

備取

10909007 陳寬宸

10909031 黃雅筠

10909046 余原齊

10909030 張子姍

10909049 胡尹瑄

10909043 何明曦

10909008 吳文元

10909001 黃子軒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一般生（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正取

10910008 蘇冰慧

備取

10910005 王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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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繪畫組
一般生（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正取

10911014 吳威澔

備取

10911020 林祐儀

電機工程學系
一般生（正取 1 名，備取 3 名）
正取

10912004 龔楚珺

備取

10912011 朱育萱

10912019 黃琳鈞

10912020 傅梓崵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一般生（正取 2 名）
正取

10915004 葉昕芃

10915005 李宜珈

音樂學系
一般生（正取 2 名，備取 2 名）
正取

10913001 陳為鈞

10913017 林思婷

備取

10913010 邱冠茵

10913009 曾聿維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生（正取 3 名，備取 3 名）
正取

10914002 方延恩

10914023 陳鼎中

10914024 葉峻廷

備取

10914026 紀亮竹

10914016 張佳馨

10914012 陳琬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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