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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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取 李翼丞 23 正取 方碧琦  1 備取 江柏毅 

2 正取 宋郁峯 24 正取 鄭愷宜  2 備取 曾郁芯 

3 正取 郭富渝 25 正取 劉奐麟  3 備取 谷德予 

4 正取 董浚昱 26 正取 陳冠樺  

5 正取 楊惠琳 27 正取 邢培欣  

6 正取 林唯斯 28 正取 范薰月  

7 正取 陳育蓉 29 正取 周昀瑩  

8 正取 黃婉芬 30 正取 謝旻晏  

9 正取 劉佳蓉 31 正取 蔡倩菱  

10 正取 黃明眞 32 正取 盛曉蕾  

11 正取 林原甲 33 正取 裴怡寧  

12 正取 謝靜怡 34 正取 李孟純  

13 正取 張維倫 35 正取 簡毓蓁     

14 正取 葉  蝶 36 正取 王郁喬     

15 正取 游欣瑜 37 正取 蔡佩綾     

16 正取 周佳儀 38 正取 連育倫     

17 正取 鄭惟仁 39 正取 李思賢     

18 正取 王毓珠 40 正取 陳昱銘     

19 正取 韓其璇 41 正取 王品勻     

20 正取 粘馨方 42 正取 曾瀞儀     

21 正取 鄭詠芸 43 正取 高嘉君     

22 正取 林淑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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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秀玲 23 正取 王  屏  1 備取 王韻淳 

2 正取 何彥霖 24 正取 鄭冰兒  2 備取 廖立宇 

3 正取 盧文婷 25 正取 張月輝  3 備取 羅淑華 

4 正取 陳昱蓁 26 正取 王世賢  4 備取 楊語庭 

5 正取 倪偵傑 27 正取 吳鳳美  5 備取 許錦雯 

6 正取 劉殷佐 28 正取 陳家瀚  6 備取 吳彥儀 

7 正取 洪淑貞 29 正取 吳佳穎  7 備取 王建昇 

8 正取 趙詠純 30 正取 盛致妤  8 備取 楊雨青 

9 正取 洪  萌 31 正取 陳波蓉  9 備取 張美瑤 

10 正取 李宜芳 32 正取 林戎芳  10 備取 陳玉珠 

11 正取 吳佩蓉 33 正取 陳柏蓁  11 備取 張瑋銘 

12 正取 秦華鳳 34 正取 陳姿燕  12 備取 盧嘉卿 

13 正取 張嘉恩 35 正取 陳俞穎  13 備取 林群原 

14 正取 張淑惠 36 正取 林育綮  14 備取 劉思言 

15 正取 王璱珍 37 正取 曾怡伶  

16 正取 張智鈞 38 正取 李昭慧  

17 正取 盧淑玲 39 正取 藍一俐     

18 正取 陳芳菁 40 正取 張惠雯     

19 正取 李秉芳 41 正取 楊月婷     

20 正取 潘鳳珠 42 正取 許智棋     

21 正取 陳玉櫻 43 正取 盧瑞珍     

22 正取 陳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