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26 日
主旨：公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一百零五學年度錄取新生名單 125 名，如后。

政院（師培）字第 1050015153A 號

一、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合計正取 19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方獻儀 104101007 正取 曾文興 104151012 正取 閻曉萱 104151021 正取 鄭絜齡 104151009 正取
許庭慈 102101090 正取 林映汝 103101071 正取 林宜佩 103101062 正取 陳怡方 104101084 正取
李依玲 104101005 正取 曾郁芸 104101016 正取 何思穎 103101026 正取 林慶彥 104101069 正取
黃馨瑩 104101002 正取 陳雨若 104101019 正取 徐采薇 104101063 正取 潘柔孜 104101024 正取
張育菘 104101004 正取 聶雪瀾 102101060 正取 林幸宜 104101094 正取
歷史學系所
合計正取 1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吳昱萱 103103005 正取 黃鈺庭 103103012 正取 謝庭維 103103017 正取 王良維 103103048 正取
李旻樺 104103008 正取 陳穎芝 104103011 正取 佘恩溢 104103045 正取 黃莉芳 104103018 正取
廖芊雅 104103002 正取 張皓崴 104103012 正取 許捷笙 104103025 正取 洪偉倫 104103028 正取
蕭瑋林 104103052 正取
哲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鄭雅倩 102154505 正取 楊茗惠 102104043 正取
台灣史研究所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張亞軒 104158005 正取 郭存信 103158017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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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合計正取 5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蔡侑穎 104751006 正取 王庭恩 104751008 正取 廖韋翔 102701036 正取 邱思嘉 104701017 正取
林家承 104701018 正取
心理學系
合計正取 8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陳庭萱 104702005 正取 林俞涵 104702029 正取 王郁婷 101702053 正取 李柔一 104702047 正取
吳季瑄 104702038 正取 李昱德 104702003 正取 許傑銘 102702047 正取 黃

歆 104702044 正取

三、社會科學學院
政治學系
合計正取 5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劉孜芹 104252008 正取 莫

玄 104202001 正取 洪逸珊 103202016 正取 楊采芯 104202028 正取

葉志禹 104202031 正取
社會學系
合計正取 7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蔡侑廷 104204006 正取 田悅承 104204001 正取 高郁媗 104204044 正取 劉家魁 104204015 正取
潘凱莉 104204053 正取 匡佑倫 103204022 正取 蔡念軒 103204019 正取
財政學系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黃姝慈 101205089 正取 謝佳穎 103205094 正取 闕佑軒 103205066 正取
地政學系
合計正取 6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劉靖陽 103207205 正取 林映廷 103207247 正取 吳季耘 103207319 正取 古宜令 103207409 正取
鄭語喬 104207303 正取 許瑋庭 103207403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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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學系所
合計正取 7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郭益恩 104206010 正取 古哲瑋 102206003 正取 陳玨璇 104206040 正取 周依廷 103206032 正取
施佳儀 103206034 正取 石淑貞 102206044 正取 羅子昀 102206020 正取

經濟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許庭瑜 104258020 正取 林侑璇 103208063 正取
民族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曾祥宇 104209012 正取 游政諺 103209051 正取

四、法學院
法律學系
合計正取 6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盧郁文 103601144 正取 李晉銘 103601172 正取 劉宗瀚 102601121 正取 于佳均 103601122 正取
張家維 103601155 正取 周正筌 103601012 正取

五、商學院
會計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江俊賢 102303007 正取 卓育姍 103303083 正取

統計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張芃婕 104354011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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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黃莠雯 104308036 正取 黃芷萱 102308037 正取

六、國際事務學院
外交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周怡婷 102203032 正取

七、外國語文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所
合計正取 10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曾慈儀 104551007 正取 吳宜軒 102501020 正取 謝明儒 104551004 正取 鄭伊珊 103501011 正取
陳宜涵 104501068 正取 張若誼 104501063 正取 凃以霖 102501063 正取 邱若芸 102501024 正取
陳郁文 103501036 正取 潘亮竹 103501015 正取
斯拉夫語文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許婉臻 104504023 正取
土耳其語文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鄭文婷 104508008 正取
語言學研究所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鄺宇亭 104555007 正取 吳婉綾 104555010 正取

八、傳播學院
大一大二不分系
合計正取 4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謝宇哲 102102042 正取 鄭順祥 103405039 正取 蔡宛蓉 103405074 正取 王志平 104405125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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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黃馨慧 104461004 正取

九、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所
合計正取 6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林

嬙 104152008 正取 賴威廷 104152011 正取 蔡安茹 104152009 正取 許睦迪 102102008 正取

郭妤庭 104102014 正取 葉豈廷 104102061 正取
幼教所
合計正取 4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張馥蘭 104157001 正取 郭沛衡 104157006 正取 蔡雅筑 104157005 正取 林佳蓉 104157015 正取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鄭芳蘋 103171004 正取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鄭雅文 103172006 正取 黃右祺 104172004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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