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二 年五月 二十九 日
主旨：公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一百零二學年度錄取新生名單 135，如后。

政院（師培）字第 1020012601A 號

一、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合計正取 26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莊心羽 101101017 正取 黃以恩 101101024 正取 陳琬蓉 101101008 正取 李語桐 101101002 正取
梁右典 99151502 正取 翁庭儀 101101014 正取 許若菱 101151506 正取 陳柔安 101101003 正取
吳建萱 101101028 正取 詹佳惠 101101081 正取 郭澤樺 101151013 正取

蘇駿 101101029 正取

廖景玄 101101044 正取 華振廷 101101049 正取 林彧亘 100101056 正取 何欣宜 99101067 正取
蔡依恬 99101024 正取 陳靖裕 100101028 正取 丁文茵 101101027 正取 黃冠瑋 100101022 正取
高婉瑜 101101072 正取 鄭錦鴻 101101021 正取 李昱婷 100101017 正取 賴柔安 101101065 正取
洪伃萱 101101070 正取 吳亮賢 100101074 正取
歷史學系所
合計正取 7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黃雅怡 101103011 正取 王榕琳 100103031 正取 陳玥妏 100103008 正取 姜喆懷 100103030 正取
徐裴君 99103018 正取 陳致維 100103049 正取 吳政祁 99103043 正取
哲學系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鍾志萱 101104022 正取 林慈媛 101104015 正取 胡乃云 99104106 正取
台灣史研究所
合計正取 4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黃霏比 101158013 正取 吳亮衡 101158009 正取 柯俐如 101158004 正取 李碩珞 101580008 正取
台灣文學研究所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黃雨婕 101159007 正取 趙弘毅 101159009 正取 施靜沂 100159010 正取

二、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曾郁婷 101751013 正取 初柏緯 100701031 正取 陳禹廷 100701016 正取
心理學系所
合計正取 4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黃榆淨 100702008 正取 游佳綺 101702012 正取 曾子菱 101702039 正取 劉曉瑛 101702014 正取
資訊科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王瀚陽 100703018 正取

三、社會科學學院
政治學系所
合計正取 5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張育銓 100202050 正取 蔡昕穎 101202028 正取 楊樺如 100202049 正取 陳又瑞 99202018 正取
吳柏毅 100202043 正取
社會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盧慧芳 101204013 正取 翁崇雅 100204047 正取
財政學系所
合計正取 4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劉于萱 101205055 正取 邱瑾凡 100205031 正取 吳易旻 100205080 正取 何宜庭 100205084 正取
公共行政學系所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蔡明瀚 101256004 正取 劉冠吟 101256029 正取 陳品心 100256050 正取
地政學系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張程皓 101207411 正取 吳祐瑄 100207409 正取 陳俞燕 100207418 正取
經濟學系所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郭千愉 99208097 正取 詹翊如 100101070 正取 吳孟蓓 98208030 正取

四、法學院
法律學系
合計正取 4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張荃 100651043 正取 賴美婷 99601226 正取 陳弘庭 101601006 正取 蔣佳容 101601134 正取

五、國際事務學院
外交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李政昆 101253502 正取 王啟逡 99253503 正取
東亞研究所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江宜澂 101260002 正取

六、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王亭蓉 100301032 正取 丁宇倢 100301031 正取
統計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李宛真 99304005 正取
財務管理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何宇婷 100307034 正取 白書嫚 101307029 正取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孟祥儀 99308026 正取
金融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潘思瑾 100302015 正取
會計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楊璨瑜 100303094 正取 杜恩瑋 100303087 正取
企業管理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曾威智 100355506 正取
智慧財產研究所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劉千鳳 101361010 正取

七、外國語文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合計正取 24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陳永維 101551016 正取 簡滋儀 101551001 正取 林育珊 101501018 正取 吳佳靜 101501015 正取
樊毓 101501025 正取 王鐿婷 101501005 正取 楊耀晴 100501046 正取 陳蓓怡 101501040 正取
王俊諺 100501040 正取 林芸安 99501035 正取 蔡瑩慈 101551014 正取 李家安 101501038 正取
陳佩如 101501014 正取 廖曼圻 100504022 正取 黃韻帆 101501043 正取

阮羚 99501036 正取

陳欣婷 101501046 正取 陳柏煜 101501026 正取 林靖維 99501020 正取 趙彥翔 101501023 正取
賴欣瑜 101501017 正取 張天德 101501006 正取 宋欣倫 101501051 正取 徐國偉 101501013 正取
日本語文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蔡玄義 100506032 正取
韓國語文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葉庭妤 101507002 正取 李翊瑄 100502036 正取
歐洲語文學系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楊迦雯 101509102 正取
土耳其語文學系
合計正取 3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謝侑頤 100508008 正取 薛嘉寧 101508033 正取 朱麗霏 101508035 正取

語言學研究所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洪聖瑋 100555003 正取 張孝晨 100555007 正取

八、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李芸旻 101401062 正取 龔千容 100401032 正取
傳播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合計正取 1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鍾佳陽 99404018 正取
廣播電視學系
合計正取 2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陳德愷 98403023 正取 黃奕函 99403043 正取

九、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所
合計正取 8 名（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林恩如 101152003 正取 巫幼芸 101152013 正取 林宜諭 100102017 正取 吳宣衡 100102034 正取
鄧運合 101102031 正取 黃信豪 101102014 正取 蔡依玲 101102042 正取 梁淑儀 101152015 正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