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專門科目學分班 

【遞補錄取名單公告】 

一、開辦「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主修專長」班 
 

原錄取名單(43 名) 

 

原備取名單 

序號 資格 姓名 序號 資格 姓名 

 

序號 資格 姓名 序號 資格 姓名 

1 正取 曾久珍 23 正取 鍾佳齡 

 

1 已遞補 邱恆琤 16 未遞補 郭玫麟 

2 正取 簡秀真 24 放棄 趙家怡 

 

2 已遞補 簡家將 17 未遞補 鄭婉玲 

3 正取 劉怡萱 25 正取 吳秋香 

 

3 已遞補 郭靜澄 18 未遞補 何佳如 

4 正取 周麗文 26 正取 江俊瑩 

 

4 已遞補 莊弁綾 19 未遞補 張維慎 

5 正取 楊宛蓉 27 正取 林孟旻 

 

5 放棄 謝宜家 20 未遞補 韓璨宇 

6 正取 陳禹芳 28 正取 陳芊瑋 

 

6 已遞補 陳思穎 21 未遞補 白秀蓮 

7 正取 簡心瑜 29 正取 劉晏岑 

 

7 未遞補 周昀瑩 22 未遞補 黃亭凱 

8 正取 江玥蘋 30 正取 詹雅雯 

 

8 未遞補 漆嘉鳳 23 未遞補 楊承樺 

9 正取 惠瑀 31 正取 林彥伯 

 

9 未遞補 方玗 24 未遞補 陳惠美 

10 正取 詹佳琪 32 正取 杜怡蓁 

 

10 未遞補 范薰月 25 未遞補 許家萍 

11 正取 劉瓊云 33 正取 黃馨慧 

 

11 未遞補 李素蓉 26 未遞補 葉馨鴻 

12 正取 呂艾潔 34 正取 張育文 

 

12 未遞補 陳瑞琪 27 未遞補 李筑伃 

13 正取 羅敏文 35 正取 范瑋庭 

 

13 放棄 李少彤 28 未遞補 何銘軒 

14 放棄 蕭美玲 36 正取 胡瑞月 

 

14 未遞補 龍筱宜 29 未遞補 徐中晴 

15 放棄 黃薇 37 正取 鄭祥宏 

 

15 未遞補 林青燕       

16 正取 謝辰鑫 38 正取 呂鎔任 

       17 正取 林佩儀 39 正取 簡慈惠 

       18 正取 平芷芸 40 正取 董姿妤 

       19 放棄 張淵盛 41 正取 許靜儀 

       20 正取 林育民 42 正取 張珠琦 

       21 放棄 吳素卿 43 正取 蔡曉慧 

       22 正取 嚴子淇       
        

 



二、開辦「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班 
 

原錄取名單(43名) 

 

原備取名單 

序號 資格 姓名 序號 資格 姓名 

 

序號 資格 姓名 

1 正取 陳郁柔 23 正取 孫國芬 

 

1 已遞補後放棄 黃于珍 

2 正取 林鈺珊 24 放棄 許雅茹 

 

2 已遞補 劉淑君 

3 正取 潘威霖 25 正取 江 楹涓 

 

3 已遞補 劉淑敏 

4 正取 魏培存 26 正取 葛懿慧 

 

4 已遞補 錢曉萃 

5 正取 林翰泩 
27 

放棄 仇美娟 

 

5 
已遞補 

朱家渝 

(朱妘妘) 

6 正取 顏一誠 28 正取 陳招芬 

 

6 未遞補 陳俊言 

7 正取 游碧菁 29 正取 陳志蘭 

 

7 未遞補 張修維 

8 正取 羅弘維 30 正取 陳其玲 

 

8 未遞補 張惠雯 

9 放棄 莊秀婉 31 正取 邱春蘭 

 

9 未遞補 張瀞文 

10 正取 朱冠樺 32 正取 葉美延 

 

10 未遞補 張冠茹 

11 正取 呂啟弘 33 正取 張惠貞 

 

11 未遞補 張美瑤 

12 正取 謝美美 34 正取 洪瑋庭 

 

12 未遞補 王韻淳 

13 正取 孫鈺琇 35 正取 紀芷勛 

    14 正取 蔡佳薇 36 正取 林俐 

    15 正取 呂宗益 37 放棄 林玟君 

    16 正取 羅欣儀 38 正取 張以儒 

    17 正取 林偉華 39 正取 賴如琳 

    18 正取 鍾佩真 40 正取 陳孟龍 

    19 正取 許富惠 41 正取 何泳勳 

    20 正取 邱雅蘭 42 正取 楊閎志 

    21 正取 郭權瑤 43 正取 黃皇榮 

    22 正取 葉炘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