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友校學生錄取雙主修、輔系名單 
 

類型 姓名 學號 所屬學校 所屬學系 錄取本校學系 是否錄取 

雙主修 丁○妤 B08207037 臺灣大學 心理系 企業管理學系 錄取 

雙主修 吳○源 B09502088 臺灣大學 機械系 企業管理學系 不錄取(錄取較高志願) 

雙主修 陳○ B09102049 臺灣大學 外文系 企業管理學系 不錄取(錄取較高志願) 

雙主修 林○凱 B10502108 臺灣大學 機械系 地球科學系 錄取 

雙主修 林○彰 B08104036 臺灣大學 哲學系 地理學系 錄取 

雙主修 蕭○柔 B10107021 臺灣大學 日文系 地理學系 不錄取(錄取較高志願) 

雙主修 丁○妤 B08207037 臺灣大學 心理系 東亞學系 不錄取(錄取較高志願) 

雙主修 鍾○容 B10302267 臺灣大學 政治系 東亞學系 錄取 

雙主修 辛○姍 B10310030 臺灣大學 社工系 特殊教育學系 錄取 

雙主修 張○媛 B10106027 臺灣大學 圖資系 特殊教育學系 錄取 

雙主修 陳○謙 B08302344 臺灣大學 政治系 特殊教育學系 不符合原校雙主修規定 

雙主修 吳○源 B09502088 臺灣大學 機械系 機電工程學系 不錄取(錄取較高志願) 

雙主修 林○婕 B09605092 臺灣大學 森林系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不錄取 

雙主修 陳○銘 B07605056 臺灣大學 森林系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不錄取 

雙主修 謝○萱 B09609030 臺灣大學 獸醫系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不符合原學校申請資格 

雙主修 姚○菁 B09610032 臺灣大學 生傳系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不符合原校雙主修規定 

雙主修 張○婷 B08105049 臺灣大學 人類系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錄取 

雙主修 彭○辰 B09610033 臺灣大學 生傳系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錄取 

雙主修 洪○承 B11010003 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不錄取 

雙主修 黃○誠 B10909040 臺灣科技大學 資管系 數學系 錄取 

輔  系 陳○霖 B08310050 臺灣大學 社工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錄取 

輔  系 黃○賢 B08608006 臺灣大學 園藝系 地理學系 錄取 

輔  系 沈○禾 B10103045 臺灣大學 歷史系 美術學系 不錄取 

輔  系 賴○瀚 B08801010 臺灣大學 公衛系 美術學系 不錄取 

輔  系 藍○棋 B10101005 臺灣大學 中文系 美術學系 錄取 

輔  系 陳○樺 B10101015 臺灣大學 中文系 音樂學系 錄取 

輔  系 陳○ B08102152 臺灣大學 外文系 音樂學系 錄取 

輔  系 廖○弘 B08602051 臺灣大學 生工系 音樂學系 不錄取 

輔  系 謝○廷 B08605023 臺灣大學 森林系 音樂學系 錄取 

輔  系 辛○姍 B10310030 臺灣大學 社工系 特殊教育學系 不錄取(錄取較高志願) 

輔  系 張○媛 B10106027 臺灣大學 圖資系 特殊教育學系 不錄取(錄取較高志願) 

輔  系 張○齊 B09409021 臺灣大學 職治系 特殊教育學系 錄取 

輔  系 葉○菁 B10613020 臺灣大學 植微系 特殊教育學系 錄取 

輔  系 張○媛 B10106027 臺灣大學 圖資系 教育學系 錄取 

輔  系 呂○廷 B09902109 臺灣大學 資工系 設計學系 錄取 

111.8.1 



類型 姓名 學號 所屬學校 所屬學系 錄取本校學系 是否錄取 

輔  系 林○軒 B09704074 臺灣大學 國企系 設計學系 錄取 

輔  系 張○梧 B10901077 臺灣大學 電機系 設計學系 不錄取 

輔  系 陳○言 B08606008 臺灣大學 動科系 設計學系 不錄取 

輔  系 吳○源 B09502088 臺灣大學 機械系 機電工程學系 錄取 

輔  系 姚○菁 B09610032 臺灣大學 生傳系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錄取 

輔  系 廖○賢 B10831030 臺灣科技大學 化工系 生命科學系 錄取 

輔  系 簡○恬 B10910132 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美術學系 錄取 

輔  系 潘○航 B11009047 臺灣科技大學 資管系 音樂學系 錄取 

輔  系 潘○欣 B11010111 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 音樂學系 錄取 

 

註：  

1. 跨校修讀雙主修、輔系需同時符合原就讀學校及本校之修讀規定。 

2. 修讀本校雙主修、輔系如有規定需另繳實驗、個別指導或使用等其他費用

時，應依加修校系之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