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教師研習中心公告 
  

一、 104年度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專門科目學分班開辦【國民中

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主修專長班】錄取學員計正取 43名、備取

29名，共計 72名；【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班】錄取學員計正取 43名、備

取 12名，共計 55名。(詳如附件一：錄取名單) 

二、 錄取名單公告後，正取生、已遞補之備取生及備取生因故欲申請放棄錄

取資格聲明者，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詳如附件二：放棄錄取資格聲

明書)，於 104年 6月 18日前掛號(郵戳為憑)寄至「116台北市文山區

指南路二段 64號教育學院井塘樓 2樓 教育學院辦公室 收」。信封上請

註明「第二專長專門科目學分班辦理資格放棄申請」。 

三、 正取生因故放棄錄取資格而產生缺額時，本中心將依序電話通知備取生

遞補。 

四、 本中心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截止日：104年 6月 23日。 

五、 未申請放棄備取資格，且至備取遞補作業截止日未獲遞補者，統一於

104年 6月 23日後辦理退費。 

六、 退費規定： 

（一） 退費規定依中心甄審簡章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 報名資格經審查如不符規定，或因名額已滿無法錄取者，已繳之學

雜費無息退還(住宿費另依規定辦理)。 

（三） 開班後之各班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課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

還已繳費用（學分費、雜費）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

期三分之一辦理休、退學者並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學分

費、雜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辦理休、退

學者及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四） 退費作業時間約自受理申請表單後 3~4週，煩請留意報名時提供之

帳戶。 



104年度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專門科目學分班 

【錄取名單】 

 
一、開辦「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主修專長」班 

 
錄取名單(4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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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取 邱恆琤 16 備取 郭玫麟 

2 正取 簡秀真 24 正取 趙家怡 

 

2 備取 簡家將 17 備取 鄭婉玲 

3 正取 劉怡萱 25 正取 吳秋香 

 

3 備取 郭靜澄 18 備取 何佳如 

4 正取 周麗文 26 正取 江俊瑩 

 

4 備取 莊弁綾 19 備取 張維慎 

5 正取 楊宛蓉 27 正取 林孟旻 

 

5 備取 謝宜家 20 備取 韓璨宇 

6 正取 陳禹芳 28 正取 陳芊瑋 

 

6 備取 陳思穎 21 備取 白秀蓮 

7 正取 簡心瑜 29 正取 劉晏岑 

 

7 備取 周昀瑩 22 備取 黃亭凱 

8 正取 江玥蘋 30 正取 詹雅雯 

 

8 備取 漆嘉鳳 23 備取 楊承樺 

9 正取 惠瑀 31 正取 林彥伯 

 

9 備取 方玗 24 備取 陳惠美 

10 正取 詹佳琪 32 正取 杜怡蓁 

 

10 備取 范薰月 25 備取 許家萍 

11 正取 劉瓊云 33 正取 黃馨慧 

 

11 備取 李素蓉 26 備取 葉馨鴻 

12 正取 呂艾潔 34 正取 張育文 

 

12 備取 陳瑞琪 27 備取 李筑伃 

13 正取 羅敏文 35 正取 范瑋庭 

 

13 備取 李少彤 28 備取 何銘軒 

14 正取 蕭美玲 36 正取 胡瑞月 

 

14 備取 龍筱宜 29 備取 徐中晴 

15 正取 黃薇 37 正取 鄭祥宏 

 

15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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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取 張淵盛 41 正取 許靜儀 

       20 正取 林育民 42 正取 張珠琦 

       21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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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名單(4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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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取 黃于珍 

2 正取 林鈺珊 24 正取 許雅茹 

 

2 備取 劉淑君 

3 正取 潘威霖 25 正取 江楹涓 

 

3 備取 劉淑敏 

4 正取 魏培存 26 正取 葛懿慧 

 

4 備取 錢曉萃 

5 正取 林翰泩 27 正取 仇美娟 

 

5 備取 朱妘妘 

6 正取 顏一誠 28 正取 陳招芬 

 

6 備取 陳俊言 

7 正取 游碧菁 29 正取 陳志蘭 

 

7 備取 張修維 

8 正取 羅弘維 30 正取 陳其玲 

 

8 備取 張惠雯 

9 正取 莊秀婉 31 正取 邱春蘭 

 

9 備取 張瀞文 

10 正取 朱冠樺 32 正取 葉美延 

 

10 備取 張冠茹 

11 正取 呂啟弘 33 正取 張惠貞 

 

11 備取 張美瑤 

12 正取 謝美美 34 正取 洪瑋庭 

 

12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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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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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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