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6 日 

發文字號：（106）高師大課招字第 002 號 

主  旨：106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考試錄取名單。 

依  據：本校 106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招生委員會第二次試務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各系轉學生錄取名單如後，正取依准考證號碼排序，備取依成績

高低排序，排列方式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 

一、教育學系 

    二年級  正取一名 

      趙思晴 1068512004   

二年級  備取三名 

      陳炫嘉 1068512011 許碧育 1068512010 田育菁 1068512006 

二、特殊教育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二名 

   周承翰 1068532013 王世卉 1068532016  

二年級  備取六名 

   洪資晴 1068532015 潘欣怡 1068532011 徐兆楨 1068532009 

      黃冠瑜 1068532019 陳郁晨 1068532017 林庭安 1068532007  

三、體育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五名 

   陳羿帆 1068572009 林承昱 1068572014 鄭孙涵 1068572016 

      許信偉 1068572018 林竹君 1068572020 

    二年級  備取十六名 

      陳翰毅 1068572012 張家祥 1068572017 趙正孙 1068572015 

      王皓廣 1068572005 賴  瑋 1068572002 沈智鋒 1068572001 

      姜智霖 1068572011 李俊廷 1068572003 劉冠麟 1068572006 

      黃玉青 1068572007 楊崇裕 1068572021 莊凱帆 1068572013 

    吳宜儒 1068572008 黃家瑋 1068572019陳裕文 1068572004 

      蕭攀烋 1068572010  



    三年級  正取一名 

   劉育廷 1068573001  

    三年級  備取一名 

   王星皓 1068573002 

四、事業經營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二名 

      陳姵羽 1068622001 彭鈺婷 1068622005  

    二年級  備取九名 

      林祺峰 1068622013 郭瑋婷 1068622002 楊睿宜 1068622019 

      李姿嫺 1068622006 陳啟晉 1068622017 陳鳳謙 1068622012 

      黃  薇 1068622010 吳孟蓁 1068622007 阮羿婷 1068622016 

    三年級  正取四名 

      許妤甄 1068623006黃卲渝 1068623011 黃于馨 1068623013 

      朱巧閔 1068623017  

    三年級  備取六名 

      李芳梋 1068623005 蔡佳潾 1068623001 鐘得恩 1068623003 

      張惠婷 1068623009 陳柏宣 1068623014 游雅惠 1068623012 

五、國文學系 

    二年級 正取一名 

      孫儷育 1068112006  

    二年級  備取三名 

      陳詠潔 1068112001 何昕儒 1068112004 蕭意溎 1068112005 

    三年級  正取二名 

      卓嘉琳 1068113002 沈孟穎 1068113003 

    三年級  備取二名 

      王詩勻 1068113004黃琦文 1068113001 

六、英語學系 

    三年級  正取五名 

邱孟慧 1068123001 張喬媚 1068123002 鍾秉諺 1068123004 

李靜慧 1068123005 蘇琪芳 1068123006  



七、地理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二名 

李祈叡 1068142002 凌譽瑄 1068142005 

二年級  備取四名 

  陳威廷 1068142001 張凱茗 1068142006 張祐馨 1068142004 

  黃盈蓁 1068142008 

三年級  正取從缺 

八、美術學系 

    二年級 正取一名 

      蔡亞蓁 1068912001  

    二年級  備取五名 

      張家寧 1068912007 李欣穎 1068912004 石婷聿 1068912019 

      施姵如 1068912012 吳羽晨 1068912002 

    三年級 正取六名 

      彭美綺 1068913002 曹孜瑀 1068913004 鐘偉庭 1068913006 

      楊皓麟 1068913007 劉盈君 1068913010 蔡語蓁 1068913014 

    三年級  備取五名 

      康行一 1068913011 邱昱瑋 1068913008 周大堯 1068913001 

      王品方 1068913005 陳玟伶 1068913009 

九、視覺設計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二名 

      蘇于晴 1068932001朱婉榳 1068932032     

    二年級  備取四名 

      姚采岑 1068932002 陳沂暄 1068932029 劉佩琪 1068932017 

      陳炯穎 1068932004  

    三年級 正取十一名 

古宗儒 1068933001 賓珮妤 1068933002 夏意惠 1068933009 

盧鴻熠 1068933014 楊皓婷 1068933016 簡廷芳 1068933017  

蘇育井 1068933019 鄭羽倫 1068933020 黃薇如 1068933021  

張雅欣 1068933024 林瑩宣 1068933026 



三年級  備取十一名 

      蔡詣禮 1068933030 趙庭仙 1068933012 高采琦 1068933010 

      蔡  捷 1068933003 鍾明哲 1068933023 黃曼莎 1068933027 

      林佳臻 1068933015 劉承翰 1068933022 鄭翊廷 1068933011 

      曾馨儀 1068933006 邱麒嘉 1068933013        

十、數學系 

數學組  

二年級  正取二名 

潘冠廷 1068312101 馮子育 1068312102  

    數學組   

    三年級  正取一名 

      王國鑫 1068313101 

    應數組 

    二年級  正取一名 

      陳冠孙 1068312203 

    二年級  備取一名 

      蔡沂鍀 1068312202  

    二年級  退伍軍人正取一名 

      王翰祥 1068312201 

    應數組 

    三年級  正取從缺 

十一、化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二名 

吳宜穎 1068322002 吳俞汶 1068322003  

二年級  備取十一名 

  郭澄軒 1068322007 謝昕穎 1068322009 李佳容 1068322004 

  袁敬崴 1068322013 周克叡 1068322012 林品潔 1068322006 

  林鳳瑜 1068322010 吳祐昀 1068322008 陳柏縉 1068322001 

  許育綺 1068322011 吳思函 1068322005 

 



十二、生物科技系 

二年級  正取一名 

張家豪 1068342006  

    二年級  備取四名 

      林如慧 1068342002 李志宏 1068342001 謝佳惠 1068342003 

      李沂樺 1068342007  

十三、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二名（正、備取須達總成績平均分數 99.83分以上） 

      楊立微 1068712001 江宜欣 1068712002  

十四、工業設計學系 

    二年級  正取三名 

      郭閎凱 1068722001朱柄叡 1068722002林宜模 1068722005 

    二年級  備取一名 

      戴鴻庭 1068722004 

    三年級  正取二名 

      林柏丞 1068723001 何欣珮 1068723004  

    三年級  備取二名 

      許哲愷 1068723005 曾文儀 1068723002  

十五、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正取一名 

  吳重霖 1068732003  

二年級  備取三名 

      詹皓孙 1068732001 李宗豪 1068732005 劉建德 1068732002 

    三年級  正取一名 

      吳基福 1068733001 

十六、電子工程學系 

    二年級  正取四名 

      王存嘉 1068742001 吳育瑄 1068742003 劉權儁 1068742019 

      王亦聖 1068742028  

 



二年級  備取十三名 

  左宗堯 1068742007 彭苡庭 1068742012 劉湘鈴 1068742002 

  劉育成 1068742006 謝其叡 1068742023 何仲恩 1068742004 

  徐英皓 1068742022 林雋晏 1068742026 鄭允礽 1068742016 

  夏德倫 1068742018 許登豪 1068742011 張棨銘 1068742010 

  潘昱坤 1068742021  

三年級  正取一名 

      梁耿銘 1068743001  

十七、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二年級  正取二名 

  林  均 1068772006 陳柊瑄 1068772007 

二年級  備取三名 

  沈里飛 1068772010 陳俊諺 1068772001張啟賢 1068772008 

三年級  正取一名 

  單浩倫 1068773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