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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4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正備取名單 
 

 
壹、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 
貳、 依據：本案甄選悉依 103 年 10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30149471 號核定函、104 年 10 月 30 日臺教師(二)

字第 1040145883V 號核定函、105 年 10 月 1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50145535 號核定函等相關公文、106 年
10 月 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139153E 號核定函等相關公文、107 年 11 月 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70189162I
號核定函等相關公文、108 年 1 月 8 日本校 107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議第 3 次會議審議結果辦理。 

參、 注意事項：各正取生應依各甄選學系所簡章所定報到時間，至各甄選學系所完成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
自動放棄，不得異議，由各甄選學系所通知備取生辦理遞補。 

肆、 正備取名單： 
 

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01-1 臺北市 

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地理或歷史專長
1 名，第二專長英語，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
發特殊地區國中(臺北市士林區格致
國民中學) 

一般生 108 111 教育學系 從缺 

 
 

01-2 新竹縣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童軍專長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培
育，111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學校。

一般生 106 
 

111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林藜敏/40600116E 

-- 

02 新北市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專
長 1 名，另需具中等學校輔導(活動)
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
教師證書；須碩士公費生，實習地點
原則尚須於本市所屬學校進行，該公
費生甄選會議其中 1 名委員須由本市
指派；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研究所培育(指定培育)，取
得碩士學位及教師證後於 111 學年度
分發偏遠地區學校。 

一般生 108 111 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
系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鄭清樺/60501007E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李思賢/6070100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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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03-1 新北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 2 名；
須有語文或數學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
/或須修習語文及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合計至少共 4 學分，並修習語文與數
學領域專門科目合計至少 16 學分(每
領域至少須 6 學分)；須為學士公費生
(建議於學士班二年級甄選)；實習地點
原則上須於本市所屬學校進行；該公
費生就學期間之寒暑假須依本市規劃
每年至少 1 個月至本市所屬學校進行
見習或執行指定特教工作；公費生甄
選簡章須由師培大學與本市共同訂
定，並於公告前與本市確認甄選條件
等內容；該公費生甄選會議其中 1 名
委員須由本市指派；能配合該市進行
跨校巡迴；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培育，取得學士學位及教師
證後於 111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學
校。 

一般生 108 111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游凱婷/40609003E 
祝瑋翎/40609015E 

特殊教育學系 
黃品慈/40609037E 

03-2 臺東縣 

國中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教師 1 名，
需具備情緒行為障礙鑑定能力，且曾
修習情緒行為障礙專業知能課程 12
學分以上，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至海
端國中(特偏學校)。 

一般生 108 110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朱怡瑾/40509019E 

-- 

03-3 新竹市 

國民中學特教身心障礙組 1 名，需另
取得國民中學身心障礙組教師證，由
獎優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新竹市培
英國中(特殊地區)。 
碩士級培育。需具特殊教育學士學
位。需另修習國民中學英語專門課程
10 學分，並須修習西點烘培知能相關
課程至少 3 小時以上。 

一般生 108 110 特殊教育
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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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03-4 新北市 

國中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學習領域，
語文/數學專長 1 名，須有語文/數學相
關科系之學士學位或須有修習語文、
數學領域相關教材教法學分至少各 10
學分以上，須碩士公費生，實習地點
原則尚須於本市所屬學校進行，該公
費生甄選會議其中 1 名委員需由本市
指派，建議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研究所培育，111 學年度分發偏
遠地區學校。需配合跨校巡迴。 

一般生 106 111 特殊教育
學系 

從缺 

 
 

03-4 新北市 

國中特教身心障礙類教師 1 名，須有
語文/數學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或須
有修習語文、數學領域相關教材教法
學分至少各 10 學分以上，須為碩士公
費生、實習地點原則尚須於本市所屬
學校進行，且該公費生甄選會議其中
1 名委員須由本市指派，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培育，110 學
年度分發偏遠地區學校。需配合跨校
巡迴。 

一般生 107 110 特殊教育
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潘秀佳/60709011E 

-- 

04-1 臺北市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
名，第二專長音樂或表演藝術，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發特殊地區國中(臺北市士
林區格致國民中學)

一般生 108 111 英語學系 從缺  

04-2 桃園市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
名，須加註視覺藝術專長，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培育，110 學年
度分發觀音國中。【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8 110 英語學系 從缺  

04-3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英語
文專長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石門國
中。【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8 110 英語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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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04-3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英語
文專長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光明國
中。【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8 110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許芷榕/60621061L 

-- 

04-3 花蓮縣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英語
文專長 1 名，由獎優學校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英語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
發國風國中（特殊地區）。 

一般生 108 110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楊婷崴/40521215L 

-- 

04-3 桃園市 

國民中學語文領域，英語專長 1 名，
第二專長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福豐國中（特殊地區學
校）。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5 
 

110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馬祥銘/60721064L 

-- 

04-3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領域，英
語專長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發文昌國
中。(特殊地區) (甄選研究所師資生)

一般生 107 111 英語學系 從缺  

05-1 屏東縣 

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1 名，
由獎優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
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滿州國中（偏
遠地區）。 

原住民 108 110 地理學系 地理學系 
石孟娟/60723006L 

地理學系 
黃潔/40523219L 

05-2 苗栗縣 

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地理專長 1
名，第二專長為歷史或公民，並具備
擔任社會領域總召能力者，建議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發至偏遠地區學校。 

一般生 106 111 地理學系 地理學系 
田駿禹/60623026L 

【備取 1】地理學系 
周品華/40623201L 
 
【備取 2】地理學系 
李文勳/60623029L 

06-1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數學
專長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
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同德國中。【碩
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8 110 數學系 數學系 
鄧智升/60540018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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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06-2 花蓮縣 

國民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 名，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發鳳林鎮萬榮國中（偏遠地
區/原住民重點學校）。 

原住民 108 111 數學系 從缺  

06-3 臺東縣 
國中數學領域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數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至
大武國中(特偏學校)。 

一般生 108 110 數學系 從缺  

06-4 高雄市 

中等學校 (國中 )特殊教育資賦優異
類，數學專長 1 名、需取得中等特教
資優教師證及數學專長教師證，建議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發楠梓國中。

一般生 106 111 數學系 數學系 
朱庭瑩/60540015S 

-- 

07-2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物理
專長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
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會稽國中。
【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8 110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陳泓儒/60541033S 

【備取 1】物理學系 
馮一介/60741018S 
【備取 2】物理學系 
蕭欽鴻/60741002S 
【備取 3】物理學系 
黎源弘/60541045S 

07-3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領域 1
名，第二專長物理專長，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
分發內壢國中。(特殊地區) 
(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7 
 

111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温柏淯/40441116S 
(自 108 學年度起受
領公費) 

【備取 1】物理學系
張乃勻/40441104S 
【備取 2】物理學系
羅珮文/40441129S 
【備取 3】物理學系
江晞賢/40441213S 
【備取 4】物理學系
陳柏均/40441122S 

07-4 新竹縣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 1 名，
須加註物理專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物理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設
有資優班學校。(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7 110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黎源弘/60541045S 

【備取 1】物理學系 
陳泓儒/60541033S 
【備取 2】物理學系 
馮一介/60741018S 
【備取 3】物理學系 
蕭欽鴻/6074100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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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07-5 基隆市 

高級中學物理科，第二專長科技領域
資訊科技 1 名，由獎優學校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
分發八斗高級中學(高中部)（特殊地
區）。 

一般生 108 111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鄧宇敦/40641118S 

【備取 1】物理學系 
陳亮宇/40541106S 
【備取 2】物理學系 
張乃勻/40441104S 
【備取 3】物理學系 
龔科銘/40541212S 

07-6 高雄市 

中等學校 (國中 )特殊教育資賦優異
類，物理專長 1 名、需取得中等特教
資優教師證及物理專長教師證，建議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培育，
111 學年度分發鳳甲國中。 

一般生 106 111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陳亮宇/40541106S 

【備取 1】物理學系 
阮昱祥/40541120S 
【備取 2】物理學系 
吳青育/40641207S 
【備取 3】物理學系 
龔科銘/40541212S 
【備取 4】物理學系 
陳泓瑞/40641219S 

07-7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物理
專長 1 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
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經國國中。
【學碩培育均可】 

一般生 108 110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龔科銘/40541212S 
 

【備取 1】物理學系 
林柏全/40541226S 
【備取 2】物理學系
阮昱祥/40541120S 
【備取 3】物理學系 
陳亮宇/40541106S 

07-8 臺東縣 

國中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1 名，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至大王國中(偏遠學校)。 

一般生 108 110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林柏全/40541226S 

【備取 1】物理學系
阮昱祥/40541120S 
【備取 2】物理學系 
陳亮宇/40541106S 
【備取 3】物理學系 
龔科銘/40541212S 

07-9 臺南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 1名(實
習至資優班)，須另具國民中學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理化)物理專長，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至新東國中。學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4 
 

110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羅珮文/40441129S 

【備取 1】物理學系
張乃勻/40441104S 
【備取 2】物理學系
陳 亮 宇 /40541106S
【備取 3】物理學系 
温柏淯/40441116S 
【備取 4】物理學系 
阮昱祥/405411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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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 5】物理學系 
龔 科 銘 /40541212S
【備取 6】物理學系
林柏全/40541226S 

08-1 臺北市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學習領域，化學專
長 1 名，第二專長英語，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化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
發特殊地區國中(臺北市士林區格致
國民中學) 

一般生 108 111 化學系 化學系 
毛微涵/40542207S 

化學系 
陳勁樺/40542122S 

08-2 桃園市 

中等學校（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化學專長 1 名，第二專長需
取得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教師證，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福豐國中（特殊地區學
校）。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5 
 

110 化學系 化學系 
張翔凱/60442034S 

【備取 1】化學系 
林周廷/60742001S 
 
【備取 2】化學系 
崔鈺君/60742042S 
 

09 桃園市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 1 名，
第二專長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培
育，110 學年度分發經國國中。(特殊
地區)  
(學士級或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7 110 資訊工程
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張嘉文/60747006S 

【備取 1】 
資訊工程學系 
謝百恩/60747066S 
【備取 2】 
資訊工程學系 
楊瑀婕/60647055S 

10 臺東縣 
國中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 1 名，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培育，110
學年度分發至賓茂國中(偏遠學校)。 

一般生 108 110 美術學系 美術學系 
吳俐璇/60660005T 

-- 

12-1 新竹市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1 名，需另取得國民中學體育專長教
師證，並具田賽或徑賽專長，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培育，110 學
年度分發新竹市培英國中（特殊地
區）。碩士級培育 

一般生 108 110 體育學系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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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報縣市 縣市需求 公費生

類別 
公費缺核定 
學年度 

分發 
學年度

甄選 
學系所 

正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備取生 
學系/姓名/學號 

12-2 新北市 

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專長
1 名，建議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
學系培育，111 學年度分發偏遠地區
學校。 

一般生 106 111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林子皓/40530019A

【備取 1】體育學系 
楊琇惟/60630001A 
【備取 2】體育學系 
林科宇/40530016A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