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號/身分證 招生組別 姓名

T*****328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王○程

109380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尤○慈

109058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家政群」 盧○慈

109019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李○秀

108873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黃○綾

108702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 王○超

109723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林○萱

109089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葉○翰

109405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巫○安

108874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陳○雅

109077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曾○淋

108364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家政群」 廖○彥

109723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黃○惠

109406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黃○銓

S*****751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 郭○菡

109740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鄭○華

109424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蔡○姍

109078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林○慈

F*****168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姜○洋

D*****106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 黃○暉

108414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李○汝

109385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吳○禹

106208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 范○○儒

108412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白○嘉

108871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徐○鉦

107337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化學專長」 陳○睿

109425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范○維

109372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陳○彤

109384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科技領域資訊科技專長」 沈○珩

108424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林○萍

109872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汪○晅

109425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廖○淇

109082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江○銘

108417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陳○安

L*****885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林○君

109851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機械群」 陳○綸

109722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陳○旭

109078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楊○丞

109417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莊○騏

109407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周○康

108413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郭○妡

108410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林○庭

I*****438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李○諭

107377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何○佑

107725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蔡○敏

109089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林○潔

108077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謝○民

109377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林○倫

109379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鄭○崴

109082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李○宇



108418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洪○靜

108058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家政群」 王○毓

107824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飼養及保健專長」 吳○輯

108870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沈○臣

106429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吳○涵

109429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陳○樺

108420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林○紋

107424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凃○霖

109719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家政群」 黃○蘭

108420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魏○廷

109424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沈○馨

107420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陳○筑

109428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吳○倫

107377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施○勳

107417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施○琬

109405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地理專長」 詹○峰

H*****744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 李○陶

D*****992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林○蘭

109426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林○緯

108067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吳○豪

109873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翁○杰

109084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 林○詩

109403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地理專長」 蔣○馨

109428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王○晴

109373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黃○源

107856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謝○宸

108091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高○秦

108420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呂○璇

109424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林○樺

108259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陳○哲

110077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陳○瑋

108405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黃○彰

109370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領域生涯規劃科」 吳○華

109872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曾○億

Q*****185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邱○馨

F*****241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李○瑄

109873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伍○辰

108427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葉○禎

109871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陳○嘉

109070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陳○維

D*****255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陳○榕

109073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李○瑜

109390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 孫○芸

R*****190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李○怡

S*****668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食品群」 陳○甫

110070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翁○懿

107403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王○宇

107837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機械群」 曾○智

1084282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吳○琪

109718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家政群」 何○宜

108263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物理專長」 李○陞



107738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 蔡○羚

109403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廖○媚

109426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林○釩

108285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機械群」 林○言

108726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廖○玲

109073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林○光

108089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張○睿

107848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食品群」 林○樺

109425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林○妡

R*****355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許○萍

107422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袁○文

D*****943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張○昕

108088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楊○絮

108289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科技領域資訊科技專長」 陳○中

108323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生物專長」 黃○慈

107421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音樂藝術專長」 林○余

109425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陳○彤

1072650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物理專長」 陳○伶

109086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陳○昇

109089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藝術領域視覺藝術專長」與「美術科」 林○湄

N*****460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柯○男

109321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生物專長」 李○佳

1090097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機械群」 郭○言

109426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杜○東

1093786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林○明

A*****909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物理專長」 郭○安

108392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 周○瑄

108863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食品群」 廖○如

1040825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家政群」 詹○如

1084243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 吳○樺

108861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食品群」 白○珅

1092709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化學專長」 余○柔

1083801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 林○耕

P*****2988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中等學校「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龎○婷

1097244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領域生涯規劃科」 鐘○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