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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7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中等教育學程」錄取榜單 

依簡章第 14頁-錄取標準： 

 

一、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及中等教育學程分開錄取正取生及備取生。  

 

二、中等教育學程之師資類科考生分數須達以下最低錄取篩選標準：國語文成

績須高於該師資類科均標下 1 個標準差的分數，且教育常識須高於該師資類科

均標下 1 個標準差的分數。  

 

三、達以上第二點最低錄取篩選者，中等教育學程正取生依各學科總成績高低

依次錄取，中等教育學程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由備取生依中等教育學程達

最低錄取篩選標準之考生(不分科)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遞補。  

中等教育學程均標下 1 個標準差之分數 

國語文 教育常識 

43.05 49.00 

 

四、如有二人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依面試成績分數高低來取決名次排序。若

面試 成績仍同分時，則依序以筆試成績之國語文、教育常識測驗成績之高低來

取決名次排序，若仍同分時，則由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抽籤決定錄取

順序。 

 

(一)音樂科正取生共計 2名 

准考證號碼  110188 王怡茜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193 葉敏佳 規劃名額 正取 2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7.26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依簡章第 9頁：本科因儲備比過高不適

用一般名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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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術科正取生共計 2名 

准考證號碼  110203 林庭亘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09 張靜怡 規劃名額 正取 2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6.48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依簡章第 9頁：本科因儲備比過高不適

用一般名額分配。 

 

(三)國文科正取生共計 5名 

准考證號碼  110219 鄭閎懌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21 王子豪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212 陳士騰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26 馮書瑜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223 陳琪璇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85.08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83.26 

(四)英文科正取生共計 2名 

准考證號碼  110232 莊閔琪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34 鄭一信 規劃名額 正取 2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6.38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依簡章第 9頁：本科因儲備比過高不

適用一般名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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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學科正取生共計 5名 

准考證號碼  110237 鄭惠慈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38 陳嬿伊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236 李浩銘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39 兵昕庭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240 李奕萱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2.45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9.63 

 

(六)歷史科正取生共計 5名 

准考證號碼  110250 陳誌謀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47 鍾明諺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249 陳銑浩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48 沈德泰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252 許晏綾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8.11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4.70 

 

 

(七)地理科正取生共計 4名 

准考證號碼  110254 蔡硯丞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53 李俊毅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257 王心岑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55 王俐婷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8.85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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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中化學科正取生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258 

 

許慧慧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7.22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九)高中化學科正取生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259 

 

林宜澄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68.46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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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中物理科正取生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260 

 

林威宇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8.68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十一)高中物理科正取生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262 

 

林昱緯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80.06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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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物科正取生共計 4名 

准考證號碼  110265 許泰毓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66 溫怡筠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267 陳盈如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68 古庭瑄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6.05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3.15 

 

(十三)體育科正取生共計 5名 

准考證號碼  110275 劉冠麟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72 李育瑄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269 陳佑禎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86 黃博蔚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281 林宏偉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6.04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5.24 

 

(十四)生涯規劃科正取生共計 6名 

准考證號碼  110292 邱秉澤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03 張均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01 黃嘉煌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297 陳俊璋     一般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293 鄧菩芳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295 何星衛     一般名額 正取 4(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8.26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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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輔導科正取生共計 6名 

准考證號碼 110304 蔡蕙蘭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06 陳綵薇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20 王珮潔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17 方子芸     一般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12 謝佾宸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310 黃淑娥   一般名額 正取 4(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9.96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7.35 

 

(十六)高中資訊科技概論科正取生共計 0名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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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農場經營科正取生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321 

 

陳彥伯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2.79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依簡章第 9頁：本科因儲備比過高不

適用一般名額分配。 

 

(十八)園藝科正取生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322 

 

葉佳淇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6.93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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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畜產保健科正取生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323 

 

魏玉婷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規劃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1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 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67.41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無；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通過篩選

標準。 

 

(二十)幼兒保育科正取生共計 3名 

准考證號碼  110325 黃文華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27 楊勻禎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26 吳信稐     一般名額 正取 1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6.08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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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生物產業機電科正取生共計 3名 

 

准考證號碼 

 

 110330 徐梓橋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29 謝宗憲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31 吳佩恆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無 無   

一般名額正取 2： 

因報考本類科人數不足或未

通過篩選標準，故本名額流

用。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69.03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81.79 

 

(二十二)多媒體動畫科正取生共計 5名 

准考證號碼  110338 謝均柔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36 王暄雯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39 張淯茹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35 邱千嘉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333 楊永暄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4.55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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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食品加工科正取生共計 5名 

准考證號碼  110345 許佳容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41 林姿妦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43 郭品君     一般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46 邱靖雅     一般名額 正取 2(流入名額) 

准考證號碼  110347 王詩雅     一般名額 正取 3(流入名額)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8.40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2.49 

 

(二十四)食品科正取生共計 3名 

准考證號碼  110348 徐珮珊 規劃名額 正取 1     

准考證號碼  110349 周宗錦 規劃名額 正取 2     

准考證號碼  110350 王羿程     一般名額 正取 1 

 

*本類科規劃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2.98 

*本類科一般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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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中等教育學程原住民外加名額共計 1名 

 

准考證號碼 

 

 110318 鍾湘育 外加名額 正取 1 (輔導科) 

 

*中等教育學程原住名外加名額： 

依簡章第 3頁及第 14頁之錄取標準：降低 25%「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及中等教育

學程之師資類科考生分數須達以下最低錄取篩選標準：國語文成績須高於該師

資類科均標下 1個標準差的分數，且教育常識須高於該師資類科均標下 1個標

準差的分數」。作為最低錄取篩選。 

 

 

 

*中等教育學程原住民外加名額「正取」最低錄取分數 73.68 

 

原住民外加名額－降低 25%－中等教育學程均標下 1 個標準差之分數 

國語文 教育常識 

43.05降低 25%篩選標準→32.29 49.00降低 25%篩選標準→36.75 

 

(二十六)中等教育學程「不分科」備取生共計 57名 

 

備取順序 類科 准考證 姓名 

1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27 呂冠沂 

2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22 洪鈺琁 

3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29 李浩華 

4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16 郭王太郎 

5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10 謝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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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13 張育哲 

7 中等教育學程：數學科 110245 陳豐詣 

8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28 廖翊晴 

9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19 林君儀 

10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24 林麗香 

11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14 沈秀珊 

12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20 吳沂峰 

13 中等教育學程：美術科 110208 鍾佳衛 

14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14 謝騰騰 

15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07 鄭如意 

16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11 蘇洺皞 

17 中等教育學程：生涯規劃科 110291 蕭雅丰 

18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16 謝奕萱 

19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11 鄧采玫 

20 中等教育學程：美術科 110201 蔡楷文 

21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05 張禎芸 

22 中等教育學程：英文科 110233 許凱鈞 

23 中等教育學程：音樂科 110195 周億琳 

24 中等教育學程：生涯規劃科 110296 蔡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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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13 林庭伃 

26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25 王思菁 

27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08 吳冠毅 

28 中等教育學程：英文科 110230 林怡妙 

29 中等教育學程：體育科 110273 蔡孟峻 

30 中等教育學程：體育科 110274 廖柏瑀 

31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15 許晏綾 

32 中等教育學程：音樂科 110190 黃宜蓁 

33 中等教育學程：美術科 110200 蔡易霖 

34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18 鍾湘育 

35 中等教育學程：生涯規劃科 110294 吳佳蓉 

36 中等教育學程：數學科 110244 徐婉儒 

37 中等教育學程：英文科 110231 秦孝杰 

38 中等教育學程：輔導科 110315 徐有騰 

39 中等教育學程：美術科 110199 李珮慈 

40 中等教育學程：體育科 110283 魏伯翰 

41 中等教育學程：生涯規劃科 110302 呂律臻 

42 中等教育學程：音樂科 110191 張儷齡 

43 中等教育學程：國文科 110218 施茹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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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等教育學程：國中生物 110264 蘇芳妤 

45 中等教育學程：美術科 110206 詹幃婷 

46 中等教育學程：體育科 110290 楊評如 

47 中等教育學程：多媒體動晝科 110340 李珮綺 

48 中等教育學程：美術科 110202 吳庭鳳 

49 中等教育學程：歷史科 110251 謝正軒 

50 中等教育學程：體育科 110270 顏辰祐 

51 中等教育學程：美術科 110204 林 蓮 

52 中等教育學程：體育科 110277 藍亦暉 

53 中等教育學程：數學科 110243 林致宇 

54 中等教育學程：食品加工科 110342 顏可喬 

55 中等教育學程：音樂科 110194 黃豊桔 

56 中等教育學程：生涯規劃科 110300 林柏妤 

57 中等教育學程：體育科 110288 張家潔 

 

 

*中等教育學程最低「備取」分數為 67.01分 

 

 

*備取標準為 

1.依簡章第 14頁-錄取標準： 

中等教育學程之師資類科考生分數須達以下最低錄取篩選標準：國語文成績須

高於該師資類科均標下 1 個標準差的分數，且教育常識須高於該師資類科均標

下 1 個標準差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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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簡章第 14頁-錄取標準：中等教育學程正取生依各學科總成績高低依次錄

取，中等教育學程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由備取生依中等教育學程達最低錄

取篩選標準之考生(不分科)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遞補。(總成績說明如以下第 3

點)。 

 

3.依簡章第 9頁－成績計算方式與名額分配說明： 

A.筆試成績(含國語文、教育常識) (占總成績 40%)：依總分為 100分乘

以 40﹪計算。 

 

B.面試成績(占總成績 60%)： 

依面試成績總分乘以 60﹪計算。面試內容包括：學生教育知能、修習意願、表

達能力、社團服務經驗、學習成果的面試。性向測驗結果及個人簡歷(表二)僅

提供面試參考，不列入分數計算，考生依准考證號排序，分組進行面試，考生

最後面試成績經以下公式計算： 

X= SD×Z+M 

X=考生面試最後成績 

SD=所有考生面試原始成績的標準差 

Z=考生在各分組面試原始成績經常態分配轉換後的標準分數 

M=所有考生面試原始成績的平均數 

 

4.依簡章第 14頁-錄取標準：如有二人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依面試成績分數

高低來取決名次排序。若面試 成績仍同分時，則依序以筆試成績之國語文、教

育常識測驗成績之高低來取決名次排序，若仍同分時，則由本校教育學程招生

甄選委員會抽籤決定錄取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