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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公告本校 102 年度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專門科目學分班開

辦班別及錄取學員名單。 
 

依   據：本校 102 年 6 月 6 日召開之「102 年度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

專門科目學分班甄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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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1 趙佳慧 2 鍾愛玲 3 朱佩文 4 周佑儒 

5 陳登峰 6 陳良毓 7 邱嬿誼 8 潘政維 

9 凃冠妤 10 蔡秀子 11 李坤燦 12 洪慧鈺 

13 佘玉琴 14 王麗嵐 15 吳麗蓉 16 蔡欣吟 

17 張詠琳 18 賴丁玉 19 唐嘉鳳 20 陳虹錡 

21 徐美惠 22 王姿翔 23 陳重慶 24 蔡婉儀 

25 陳育緹 26 蔡志強 27 侯如紋 28 蘇蕙婷 

29 劉凱文 30 黃靖雰 31 黃湘婷 32 童雪珍 

33 蔡素如 34 黃敏蓉 35 楊沛頤 36 蔡淑玲 

37 梁新富 38 李筱惠 39 陳俊宇 40 陳穎欣 

41 許智棋 42 蘇芮瑩 43 蔡儀如   
 

備取名單(29 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1 鄭愷宜 2 張秀寬 3 李紅穎 4 蔡憶萍 

5 鄭育芯 6 洪淑婷 7 林貞吟 8 劉育誠 

9 廖妤晨 10 彭淳靖 11 陳佳敏 12 楊大昕 

13 吳逢正 14 陳美合 15 陳儒儀 16 許馨云 

17 陳英封 18 余佳玲 19 劉守惠 20 李穎孜 

21 潘麗卿 22 葉貞吟 23 林湘涵 24 康慧萍 

25 鄭禮葳 26 丘麗琴 27 葉家怡 28 陳盈谷 

29 陳夙琪       
 
 



二、開辦「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班 
 

錄取名單(43 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1 蔡欣耘 2 蔡伶霞 3 曾芳琪 4 陳芊良 

5 蔡曜宇 6 張琇涵 7 劉清瑩 8 曾楹茹 

9 簡慧嫻 10 劉秀美 11 許瑞敏 12 張建興 

13 楊琇如 14 江麗菁 15 林桂玉 16 王姿涵 

17 姜怡伶 18 王慧雯 19 張濬哲 20 黃杏娥 

21 吳兒容 22 李岱芳 23 李曉雯 24 林  宜 

25 林惠美 26 欒誠宜 27 游于禛 28 葉恬儀 

29 林麗卿 30 李孟融 31 張孟莉 32 楊垂芳 

33 胡匡政 34 蔡宜珊 35 許國章 36 蘇開明 

37 陳彥伶 38 沈聖雄 39 邱筱青 40 林容萱 

41 蕭至涵 42 鄭宜洵 43 汪筱媛   
 

備取名單(12 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排序 姓名 

1 呂家揚 2 魏彙菁 3 劉文賜 4 吳逢吉 

5 張智鈞 6 徐敏真 7 康慧萍 8 洪淑貞 

9 黃麗玉 10 呂佳芸 11 蔡緣慧 12 吳沛真 
 

三、列為國、高中輔導班備取者，將俟正取學員實際報到後如有出缺，再

依序遞補，通知遞補截止日為 102 年 7 月 4 日。 
四、國民中學語言學習領域英語主修專長班及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班

因報名註冊人數不足停開。 

五、停開班別已繳費註冊者，所繳之報名費及註冊費扣除劃撥手續費後無息退

還。 
  

 

國立政治大學教師研習中心 

                                            102 年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