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生甄選及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辦 法」

辦理。

二、經甄選通過核定公告為師資生者，於第二學年開學前因故核准轉系、

休、退學或經其家長同意申請放棄資格時，即喪失師資生資格，並得由該系

於第二學年開學前一週內自公告之該系備取生中簽核依序遞補。

三、本公告以E-mail副知各師培學系，不另函送紙本。

四、各並行學系錄取(備取)名單暨教育部核准外加名額名單臚列如下：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11107 張瑾瑜 正取1
411011108 陳安婷 正取2
411011102 邱珮慈 正取3
411011101 蘇雅瑄 正取4
411011106 楊其潔 正取5
411011115 林宥佑 正取6
411011110 許緁晏 正取7
411011111 吳正心 正取8
411011120 許毓芹 正取9
411011119 唐嘉淇 正取10
411011138 張言妤 正取11
411011121 王勝鬘 正取12
411011105 林宜蓁 正取13
411011128 呂佳祐 正取14
411011113 彭馨葇 正取15
411011140 林筠蓁 正取16
411011136 林宜萱 正取17
411011116 張芳瑋 正取18
411011133 蕭紫珊 正取19

411011114 張祐寧 正取20
411011141 陳柔安 正取21
411011134 王昱驊 正取22

411011117 黃宥薰 備取1

411011103 韓乙榛 備取2

411011131 游翰文 備取3

411011112 古騰丰 備取4

411011135 楊芯姸 備取5

411011126 李典軒 備取6

110學年度入學「並行學系師資培育生」

暨「師資培育學系外加名額」公告名單

國文學系(甲班)

正取生22名

備取13名



411011118 傅若榛 備取7

411011123 何忞桓 備取8

411011129 高逸鵬 備取9

411011125 劉晏榕 備取10

411011142 洪瑞禪 備取11

411011127 蔡易倉 備取12

411011132 楊程光 備取13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11201 楊弘婷 正取1
411011202 鍾馨鋌 正取2

411011206 李鎧妡 正取3
411011215 廖婉竹 正取4

411011205 姚又瑄 正取5

411011208 劉純甄 正取6
411011219 藍韵筑 正取7
411011207 蔡宜軒 正取8
411011203 陳昱蒨 正取9
411011218 洪苡恩 正取10

411011209 張宸瑀 正取11

411011220 陳俞靜 正取12
411011204 劉韋彤 正取13

411011237 柯欣妤 正取14

411011217 郭捷妤 正取15
411011213 謝乙榕 正取16
411011238 莫旻珊 正取17

411011232 馮雅莛 正取18

411011225 林郁虔 正取19
411011235 邱湲鈞 正取20
411011212 李至軒 正取21
411011226 邱柏璋 正取22

411011230 陳以恩 正取23

正取生23名

國文學系(乙班)



411011211 賴郡瑩 備取1
411011239 曾妤蘋 備取2
411011229 歐明樺 備取3
411011227 吳柏威 備取4
411011214 阮韵雅 備取5

411011234 許芝嘉 備取6

411011216 黃毓閔 備取7
411011244 陳　萱 備取8

411011233 曾儀欣 備取9

411011223 何孔浩 備取10

411011224 陳宇凡 備取11

備取11名



411011147 李允碩 外加名額

411011122 胡妘瑄 外加名額

411011222 孫尹萱 外加名額

411011109 林庭佑 外加名額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12205 鄭詩蓉 繁星1
411012107 吳玟蓁 繁星2
411012104 李　珩 繁星3
411012101 賴柏勳 繁星4
411012201 余昱緯 繁星5
411012204 鍾岳儒 繁星6
411012206 卓亭妤 繁星7
411012115 林若奕 個推1

411012111 鄭宇倢 個推2

411012109 劉哲維 個推3
411012208 陳妍蓁 個推4
411012209 林逸芸 個推5
411012213 李昀珊 個推6
411012211 陳品逸 個推7

411012112 王品閑 個推8

411012139 蔡欣庭 指考1
411012125 陳仕玹 指考2
411012123 林允弘 指考3
411012118 張修瑋 指考4
411012138 魏巧婷 指考5
411012137 方鈺婷 指考6
411012224 黃佳鴻 指考7
411012133 王沛瞳 指考8

外加名額4名

英語學系

正取生42名



411012232 林梓儒 指考9

411012241 張閔 指考10
411012221 曾梓維 指考11
411012122 蔡孟庭 指考12

411012124 江辰翊 指考13

411012140 楊庭宜 指考14

411012233 張弘懿 指考15

411012127 陳冠霖 指考16

411012135 林姿穎 指考17
411012235 吳昭儀 指考18
411012130 劉芮瑀 指考19
411012234 吳延恩 指考20
411012239 杜采羿 指考21
411012226 郭翔鈞 指考22
411012231 郭佩慈 指考23

411012121 葉尚融 指考24

411012242 謝鳳庭 指考25
411012223 樂可傑 指考26
411012229 莊宇芊 指考27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12202 陳冠頤 備取繁星1

411012102 游秉傑 備取繁星2

411012203 王彥閔 備取繁星3

411012214 黃靖容 備取個推1

411012113 陳俞捷 備取個推2
411012212 簡成元 備取個推3
411012110 蔡承祐 備取個推4
411012114 曾千容 備取個推5
411012240 劉揚 備取指考1
411012217 沈柏凱 備取指考2

411012132 林芸慧 備取指考3

411012220 駱亭堯 備取指考4

411012129 呂孟倢 備取指考5
411012142 張萱宸 備取指考6
411012131 謝華庭 備取指考7
411012228 郭家芸 備取指考8
411012141 賴資晴 備取指考9
411012222 江宇晨 備取指考10

411012143 林如虹 外加名額

411012145 鍾汶靜 外加名額

外加名額2名

 備取18名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92006 鍾政穎 正取1

411092028 王婉綺 正取2

411092002 賴林鈴 正取3

411092020 葛芊宇 正取4
411092024 高婕綾 正取5
411092030 余庭誼 正取6
411092019 徐佳榆 正取7
411092027 賴芊予 正取8

411092023 葉柔育 正取9

411092003 余宜蓁 正取10
411092001 陳芝潔 正取11

411092012 吳逸亭 正取12

411092022 蔣咏辰 正取13

411092010 詹侑璇 正取14

411092018 陳弘偉 正取15

411092021 詹李岳翰 外加名額

正取生15名  

備取0名

音樂系

外加名額1名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91004 徐張仟諭 正取
411091034 曾鈞茹 正取
411091037 謝佩君 正取
411091012 沈珮雯 正取
411091011 胡元凡 正取
411091040 胡詩含 正取

411091010 何俞霆 正取

411091024 吳庭葦 正取

411091031 沈育榕 正取

411091032 黃婷萱 正取
411091003 林芸合 正取
411091007 鍾苑真 正取
411091001 鍾雨真 正取
411091008 林宜玟 正取
411091015 蔡豪毅 正取
411091002 詹詠文 正取
411091013 郭棠榕 正取
411091042 戴亦瑋 正取
411091025 郭芷柔 正取
411091009 林韋廷 正取
411091035 楊璦真 正取
411091022 謝佳珊 正取
411091033 朱泰詳 正取

411091027 許浩賢 備1
411091038 王伶安 備2
411091020 蔡伯禹 備3

411091020 蔡伯禹 外加名額
411091004 徐張仟諭 外加名額

外加名額2名

正取生23名  

備取3名

美術系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14013 林亮辰 正取1
411014004 李柏陞 正取2
411014036 呂哲翰 正取3
411014002 張喬茵 正取4
411014038 楊茲皓 正取5
411014014 朱翊瑜 正取6
411014019 林靖唯 正取7
411014023 張鈞瑜 正取8
411014030 廖芊雅 正取9
411014005 林彣郁 正取10
411014012 蔡承延 正取11
411014006 阮品瑄 正取12
411014001 黃珮萱 正取13
411014016 陳弘祐 正取14
411014040 李聰明 正取15
411014029 曾品瑞 正取16
411014021 張富佳 正取17
411014003 馮名麒 正取18
411014031 許翊緯 正取19
411014020 蔡祐禾 正取20

411014033 廖芷羚 備取1

411014017 矢崎旭真 外加名額
411014006 阮品瑄 外加名額

外加名額2名

地理系

備取1名

正取生20名  



學號 姓名 正取/備取
411033001 陳林志偉 正取
411033002 陳德郁 正取
411033004 温倩芸 正取
411033010 陳冠霖 正取
411033011 李宗翰 正取
411033016 莊秉學 正取
411033017 黃郁惠 正取
411033020 吳柏彥 正取
411033021 高志魁 正取
411033025 王秋欽 正取
411033026 王子宸 正取
411033027 柯沛妤 正取
411033029 蘇子翔 正取
411033031 潘妍郡 正取
411033033 邱永傑 正取
411033034 金家慶 正取
411033035 彭上華 正取
411033036 葉奕廷 正取
411033040 張藝薰 正取
411033043 張博荃 正取

411033022 陳亯誠 備取1

物理學系

備取1名

正取生20名  



學號 姓名 正/備取
410934022 張建緯 正1
411032002 魏嘉葳 正2
411032003 蕭偉成 正3
411032004 吳庠沐 正4
411032005 鄭凱云 正5
411032007 李宥嫻 正6
411032009 林卉妤 正7
411032012 黃冠霖 正8
411032013 陳　霈 正9
411032014 呂知祐 正10
411032015 鄭宇廷 正11
411032019 王致捷 正12
411032020 張若筠 正13
411032022 周囿佑 正14
411032023 鄭雅予 正15
411032025 吳逸楠 正16
411032030 陳冠穎 正17
411032031 黃翊芸 正18
411032037 鄭承豪 正19
411032043 蕭郁昕 正20

411032006 黃睿穎 備1

411032040 郭家妤 備2
411032028 廖子嫣 備3
411032018 葉芊華 備4
411032036 楊承穎 備5
411032021 林品妤 備6

411032008 陳香縈 備7

411032044 張育瑋 備8
411032001 郭庭安 備9
411032026 楊喨棊 備10
411032016 謝瑜翔 備11
411032010 王晟翰 備12
411032011 林智翔 備13
411032034 陳凱新 備14

化學系
正取生20名  

備取14名



學號 姓名 正/備取
411034009 呂佩芸 正取1
411034019 李筑弘 正取2
411034011 王翔儒 正取3
411034012 楊子瑩 正取4
411034015 何祐萱 正取5
411034042 王文璟 正取6
411034045 顏婕安 正取7
411034025 楊景翔 正取8
411034024 楊　蓉 正取9
411034038 楊思榆 正取10
411034013 馬麗萍 正取11
411034016 陳如彥 正取12
411034017 林芊愛 正取13
411034030 沈承祐 正取14
411034018 王奕晨 正取15
411034032 王子芸 正取16
411034031 邱名妤 正取17
411034044 沈　緯 正取18
411034040 李承紘 正取19

411034014 陳駿御 備取1
411034003 鄒其叡 備取2

411034021 陳科維 外加名額

生物科技
正取生19名  

備取2名

外加名額1名



學號 姓名 正/備取
411057001 簡佑諺 繁星推甄正取1
411057004 林俊瑋 繁星推甄正取2
411057002 徐瑋穜 繁星推甄正取3
411057012 陳平頴 申請入學正取1
411057011 韓劭桓 申請入學正取2
411057014 劉芝妤 申請入學正取3
411057013 朱昱衡 申請入學正取4
411057047 李姿誼 分發入學正取1
411057043 賀照宸 分發入學正取2
411057039 黃俊鑫 分發入學正取3
411057042 鍾佳吟 分發入學正取4
411057041 楊秉宸 分發入學正取5
411057044 陳秉樺 分發入學正取6
411057032 林奕廷 單獨招生正取1
411057026 陳安庭 單獨招生正取2
411057022 王如庭 單獨招生正取3
411057027 吳荷蓁 單獨招生正取4
411057019 黃柏碩 單獨招生正取5
411057024 白宇翔 單獨招生正取6
411057021 陳柏宇 單獨招生正取7

正取生20名  
體育學系



411057005 林育潁 繁星推甄備取1
411057006 陳佳葆 繁星推甄備取2
411057007 謝文翔 繁星推甄備取3
411057009 陳靖涵 申請入學備取1
411057010 黃煒皓 申請入學備取2
411057016 許嘉良 申請入學備取3
411057015 吳彥賢 申請入學備取4
411057040 袁紫玲 分發入學備取1
411057046 姜佩辰 分發入學備取2
411057045 蔡曜宇 分發入學備取3
411057038 張柏恩 分發入學備取4
411057020 張智凱 單獨招生備取1
411057030 蔡曜鴻 單獨招生備取2
411057029 黃麒哲 單獨招生備取3
411057034 李奇 單獨招生備取4
411057023 高銘 單獨招生備取5
411057028 蔣岱佑 單獨招生備取6

411057017 張嘉誠 外加名額
411057018 蔡淑茹 外加名額
411057008 羅宇靖 外加名額
411057035 伍振華 外加名額
411057036 林蕎安 外加名額
411057037 高苡榕 外加名額
411057049 潘可晴 外加名額
411057050 熊富誠 外加名額
411057051 許麗寶 外加名額

外加名額9名

備取17名



411053022 廖品捷 外加名額
411053020 龔品芳 外加名額
411053042 王學麗 外加名額
411053043 盧靜妍 外加名額
411053044 何依婷 外加名額

411051015 陳　劼 外加名額
411051035 何學良 外加名額

411031142 倪詩晶 外加名額

外加名額1名
數學系

特教系
外加名額5名

外加名額2名
教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