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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呂美蓮 台北市 至善國民中學

2 黃上紋 台北市 新興國中

3 陳章玄 台北市 成德國中

4 楊雅雯 台北市 三民國民中學

5 劉瓊尹 台北市 木柵國民中學

6 蘇慧文 台北市 福安國中學

7 陳辭人 新北市 坪林國民中學

8 簡崇霖 新北市 深坑國民中學

9 陳鴻榮 新北市 青山國民中小學

10 陳潔琳 新北市 聖心女中

11 蔡國威 新北市 光榮國民中學

12 賴宗池 新北市 汐止國民中學

13 許文宜 新北市 忠孝國民中學

14 王宏毓 新北市 三多國民中學

15 林靖敏 新北市 新埔國民中學

16 陳欣怡 新北市 崇林國民中學

17 賴春燕 新北市 竹圍高級中學

18 朱宜穎 新北市 中和國民中學

19 陳桂玉 新北市 樹林高級中學

20 陳玫玲 桃園市 大崙國中

21 王如玉 桃園市 青埔國中

22 吳佳蓉 桃園市 大溪國中

23 張秀玲 桃園市 文昌國中

24 賴貞琄 桃園市 大園國中

25 黎書廷 桃園市 青溪國中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健康教育（臺北）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一～週
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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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26 陳姿伶 基隆市 八斗中學

27 劉怡屏 宜蘭縣 東山國中

28 李金平 金門縣 金湖國中

29 楊曙菁 新竹縣 忠孝國中

30 陳孟絹 新竹縣 新埔國中

31 許靜玫 花蓮縣 富北國中

32 陳彥宏 臺東縣 新生國中

33 楊蕊菁 台北市 實踐國中

34 陳明鈺 台北市 忠孝國民中學

35 陳雯惠 新北市 五股國民中學

36 林益源 基隆市 南榮國中

備取1 蕭耀煜 台北市 雙園國民中學

備取2 鄭慧貞 台北市 至善國民中學

備取3 蔡婉麗 台北市 臺北巿立成德國中

備取4 陳欣慧 台北市 台北市立螢橋國中

備取5 陳曉賢 台北市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備取6 楊心怡 台北市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備取7 宋秀珠 台北市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備取8 王星富 台北市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

備取9 賴佳慧 新北市 林口國民中學

備取10 任倩儀 新北市 五峰國民中學

備取11 丁婉儀 新北市 義學國民中學

備取12 吳幸芬 新北市 正德國民中學

備取13 洪嘉遴 新北市 三峽國民中學

備取14 王尹辰 新北市 新泰國民中學

備取15 張國華 桃園市 桃園國中

備取16 洪靖雅 桃園市 中興國中

備取17 周嘉郁 基隆市 正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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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備取18 周育雯 基隆市 信義國中

備取19 莊雪安 宜蘭縣 宜蘭國中

備取20 謝宜真 新竹縣 忠孝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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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周雅芬 台北市 士林國民中學

2 徐曉鶯 台北市 西湖國民中學

3 張維舫 台北市 興福國民中學

4 李珊瑩 台北市 蘭州國中

5 吳旭山 台北市 木柵國民中學

6 陳秀蘭 台北市 萬華國中

7 汪晴惠 台北市 濱江國民中學

8 李欣怡 台北市 螢橋國中

9 張凱音 基隆市 信義國中

10 楊里娟 基隆市 信義國中

11 陳怡臻 基隆市 明德國中

12 蔡君佩 新北市 光復高級中學

13 王淑陵 新北市 徐匯高級中學

14 黃莉琳 新北市 光榮國民中學

15 邱麟媛 新北市 安溪國民中學

16 陳麗華 新北市 淡水國民中學

17 翁雅純 新北市 三多國民中學

18 葉靜慧 新北市 漳和國民中學

19 林欣諭 新北市 中和國民中學

20 張簡定易 新北市 碧華國民中學

21 陳美如 新北市 五股國民中學

22 蔡秀玲 新北市 林口國民中學

23 官秀宜 新北市 淡江高級中學

24 方郁婷 新北市 義學國民中學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家政（臺北）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

一～週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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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25 伍秋涵 新北市 新泰國民中學

26 劉珮吟 新北市 重慶國民中學

27 潘淑華 新北市 南山高級中學

28 駱怡靜 新北市 秀峰高級中學

29 江珮鈺 桃園市 瑞原國中

30 廖映如 桃園市 興南國中

31 吳惠瑀 桃園市 瑞坪國中

32 陳芃甄 桃園市 楊梅國中

33 魏子婷 桃園市 自強國中

34 廖芳霙 桃園市 青溪國中

35 陳珮儀 桃園市 桃園國中

36 黃聆雅 桃園市 中興國中

37 鄧依蘋 桃園市 東興國中

38 武昕薇 桃園市 楊梅國中

39 馬喃喻 桃園市 自強國中

40 林郁琪 桃園市 東興國中

41 徐美玲 桃園市 自強國中

42 秦僑翎 桃園市 東興國中

43 巫宛柔 桃園市 自強國中

44 張杏瑜 新竹縣 寶山國中

45 林淑芬 新竹縣 新豐國中

46 姜雅萍 台北市 麗山國中

47 吳承恩 台北市 民生國民中學

48 林慧容 台北市 關渡國民中學

49 徐明得 基隆市 暖暖中學

50 侯秀芳 新北市 溪崑國民中學

備取1 廖惠如 台北市 興福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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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備取2 廖家慧 台北市 西湖國民中學

備取3 詹淑鈴 台北市 北安國中

備取4 寇漪雯 台北市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備取5 葉昱岑 台北市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備取6 黃薪如 台北市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備取7 翁乃貞 台北市 臺北市立永吉國中

備取8 張靖祺 台北市 臺北市立永吉國中

備取9 熊品淇 台北市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備取10 陳菁徽 台北市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備取11 鄭如君 基隆市 碇內國中

備取12 王菀詩 基隆市 碇內國中

備取13 溫世銘 基隆市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備取14 林文綺 新北市 蘆洲國民中學

備取15 郭美雲 新北市 福和國民中學

備取16 蔡孟霖 新北市 鷺江國民中學

備取17 李瑛姿 新北市 南山高級中學

備取18 原慕宜 新北市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備取19 黃婉淑 新竹縣 寶山國中

備取20 徐郁茹 新竹縣 新竹縣立新豐國中



第7頁/共18頁

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吳郁蓁 高雄市 文府國中

2 涂琬琪 高雄市 文山高中

3 蔡郁和 高雄市 鳳甲國中

4 彭祥雲 高雄市 光華國中

5 鍾瑞珍 高雄市 國昌國中

6 李欣宜 高雄市 明華國中

7 黃姿婷 高雄市 左營國中

8 陳玫潓 高雄市 大社國中

9 吳昱宸 高雄市 鼎金國中

10 張巧玲 高雄市 青年國中

11 彭愛筑 高雄市 獅甲國中

12 伍怡真 高雄市 鹽埕國中

13 許秀娟 高雄市 前峰國中

14 洪嬡婷 高雄市 後勁國中

15 潘玉婷 高雄市 大樹國中

16 羅艾華 高雄市 旗津國中

17 許惠婷 高雄市 苓雅國中

18 張宏豪 高雄市 阿蓮國中

19 黃屏惠 高雄市 燕巢國中

20 蔣宛芝 高雄市 興仁國中

21 呂惠娜 高雄市 前鎮國中

22 趙慕群 高雄市 三民國中

23 張明惠 高雄市 鳳山國中

24 黃美淑 高雄市 圓富國中

25 徐若如 高雄市 杉林國中

26 陳怡君 高雄市 前金國中

27 權靜沂 高雄市 大灣國中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家政（高雄）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
一～週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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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28 張麗萍 高雄市 路竹高中國中部

29 田佳蓉 高雄市 龍肚國中

30 鍾昀真 高雄市 內門國中

31 鄭玉屏 高雄市 南隆國中

32 楊雅媚 高雄市 寶來國中

33 楊淑婷 高雄市 甲仙國中

34 陳靜芳 高雄市 嘉興國中

35 簡宜嫻 高雄市 六龜高級中學

36 江碧蓉 屏東縣 九如國中

37 林慶堂 屏東縣 鹽埔國中

38 曾于芯 屏東縣 東新國中

39 孫綾霙 屏東縣 林邊國中

40 陳庭雅 屏東縣 琉球國中

41 高千惠 屏東縣 瑪家國中

42 林文心 屏東縣 崇文國中

43 劉秀俐 屏東縣 光春國中

44 李妙慈 屏東縣 枋寮高中

45 林玟杏 屏東縣 長治國中

46 王嬿晶 屏東縣 恆春國中

47 沈麗恩 屏東縣 滿州國中

48 黃詩雯 臺東縣 新生國中

49 林碧真 高雄市 蚵寮國中

50 李沛璇 屏東縣 公正國中

備取1 劉錞樺 高雄市 湖內國中

備取2 蔡家雯 高雄市 鳳翔國中

備取3 洪喬雅 高雄市 橋頭國中

備取4 王禎妃 高雄市 鳳西國中

備取5 陳翠翎 高雄市 林園高中

備取6 呂東山 高雄市 岡山國中

備取7 許靜紅 高雄市 正興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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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備取8 林琇瑾 高雄市 瑞祥高中

備取9 張雅惠 高雄市 楠梓國民中學

備取10 黃加慧 高雄市 龍華國中

備取11 陳怡君 高雄市 五福國中

備取12 張譯云 屏東縣 萬新國中

備取13 趙玉蓮 屏東縣 東港高中

備取14 劉美君 屏東縣 潮州國中

備取15 黃瑞如 屏東縣 萬丹國中

備取16 湯媄媗 屏東縣 里港國中

備取17 洪淳嘉 屏東縣 大同高中

備取18 曾怡欣 屏東縣 內埔國中

備取19 許秀娟 屏東縣 滿州國中

備取20 張逸柔 屏東縣 長治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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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林詩芳 台北市 永吉國中

2 呂珮瑩 台北市 龍山國民中學

3 孫慧芳 台北市 新興國中

4 許雙燕 台北市 東湖國民中學

5 俞欣葶 台北市 西湖國民中學

6 趙珮君 台北市 北安國中

7 徐光祖 新北市 五峰國民中學

8 蕭人豪 新北市 鳳鳴國民中學

9 蔡晏寧 新北市 忠孝國民中學

10 王聖方 新北市 自強國民中學

11 謝曉芸 新北市 達觀國民中學

12 江明倩 新北市 漳和國民中學

13 王致遠 新北市 永平高級中學

14 管秋菊 新北市 五股國民中學

15 王瑞璓 新北市 林口國民中學

16 何嘉娥 桃園市 福豐國中

17 廖冬日 桃園市 平南國中

18 郭芳琪 桃園市 自強國中

19 邱威錦 桃園市 桃園國中

20 林怡秀 桃園市 大成國中

21 吳俊儀 桃園市 桃園國中

22 欒仲怡 新竹縣 寶山國中

23 廖婉臻 新竹縣 新埔國中

24 林邕 基隆市 信義國中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表演藝術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
一～週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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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25 潘曉晴 宜蘭縣 內城中小學

26 馮凌莉 花蓮縣 南平中學

27 金佳靜 台北市 北安國中

28 洪怡文 台北市 北安國中

29 蔡佳珍 新北市 福營國民中學

30 江珮珊 新竹縣 忠孝國中

備取1 林芳穎 台北市 和平高中

備取2 林芷鈺 台北市 內湖國民中學

備取3 王亭凱 台北市 內湖國民中學

備取4 林翠鈴 台北市 東湖國民中學

備取5 林妮臻 台北市 東湖國民中學

備取6 黃麗娟 台北市 萬華國中

備取7 王心潔 台北市 延平高級中學

備取8 黃則綱 台北市 東山高中

備取9 李凱琳 新北市 重慶國民中學

備取10 柳淑惠 新北市 南山高級中學

備取11 林昱宜 新北市 蘆洲國民中學

備取12 李仁琦 新北市 錦和高級中學

備取13 陳心怡 新北市 石碇高級中學

備取14 羅昊剛 新北市 丹鳳高級中學

備取15 高夏雯 新北市 福營國民中學

備取16 王煜凱 新竹縣 關西國中

備取17 周佳慧 新竹縣 員東國中

備取18 謝淳安 基隆市 安樂高中

備取19 邱怡寧 宜蘭縣 興中國中

備取20 張承硯 宜蘭縣 冬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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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何俊輝 新北市 康橋高中

2 李家豪 新北市 金陵女中

3 胡文章 新北市 恆毅高中

4 陳將美 新北市 光仁高中

5 郭明禎 新北市 泰山高中

6 陳瑋菱 新北市 秀峰高中

7 楊謙芮 新北市 樟樹國際實創高中

8 林珍貝 新北市 江翠國中

9 李宗陽 新北市 新泰國中

10 郭周榮 新北市 頭前國中

11 林宜 新北市 漳和國中

12 許鴻文 新北市 蘆洲國中

13 林杰 新北市 淡水國中

14 鄭意儒 新北市 瑞芳國中

15 黃曉玫 新北市 青山中小學

16 劉仕慧 新北市 崇林國中

17 蔡峰菖 新北市 丹鳳高中

18 林玉潔 新北市 蘆洲國中

19 陳乃慈 台北市 大理高中

20 呂宜庭 台北市 濱江國民中學

21 廖敏琪 台北市 永吉國中

22 陳麗巧 基隆市 碇內國中

23 張正勤 基隆市 成功國中

24 陳英吉 桃園市 興南國中

25 陳薏薇 桃園市 青埔國中 

26 陳俊賢 桃園市 大崗國中 

27 曾于庭 桃園市  龍潭國中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童軍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

一～週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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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28 廖士鋒 桃園市 文昌國中 

29 趙家儷 桃園市 楊梅國中

30 張耿瑋 桃園市 自強國中 

31 邱心怡 桃園市 青溪國中

32 李怡萱 桃園市 南崁國中

33 張舒鈞 桃園市 慈文國中

34 彭一芳 新竹縣 寶山國中

35 陳文忠 新竹縣 五峰國中

36 王煜凱 新竹縣 關西國中

37 陳禹翔 花蓮縣 自強國中 

38 蔡京晏 新北市 新泰國中

39 黃玫玉 新北市 頭前國中

40 陳鍾德 新北市 漳和國中

41 黃穎聖 新北市 恆毅高中

42 曾維新 台北市 螢橋國中

43 劉雨家 台北市 民權國中

44 江長山 台北市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45 方雅欣 台北市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

46 陳儀燁 台北市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47 黃詩媚 台北市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48 謝明廷 基隆市 百福國中

49 蔡佩珉 基隆市 正濱國中

50 詹為全 花蓮縣 玉東國中

備取1 吳書濬 新北市 淡水國中

備取2 尤虔怡 新北市 頭前國中

備取3 洪金水 新北市 恆毅高中

備取4 游妤涵 臺北市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備取5 吳建宗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中

備取6 楊雯雯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備取7 鐘維軒 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備取8 林素芬 基隆市 碇內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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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林晉緯 新北市 海山高中

2 陳怡馨 新北市 三重高中

3 邱建林 新北市 重慶國中

4 王瑤瑄 新北市 新泰國中

5 林聖峰 新北市 頭前國中

6 蘇育男 新北市 永和國中

7 陳明賢 新北市 漳和國中

8 張嘉倫 新北市 蘆洲國中

9 鄭佳華 新北市 林口國中

10 王依暉 新北市 五峰國中

11 羅侑均 新北市 深坑國中

12 林秀憶 新北市 義學國中

13 張荃蓁 新北市 三和國中

14 戴懷萱 新北市 大觀國中

15 林惟揚 新北市 重慶國中

16 黃怡勳 新北市 新泰國中

17 陳敏華 新北市 永和國中

18 張子文 新北市 蘆洲國中

19 陳海明 新北市 三和國中

20 陳信志 新北市 重慶國中

21 魏玫津 新北市 永和國中

22 陳秀華 新北市 永和國中

23 王美月 新北市 永和國中

24 管涓伊 新北市 永和國中

25 丁國財 新北市 永和國中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地球科學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

一～週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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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26 胡志皇 新北市 永和國中

27 劉玫娟 新北市 丹鳳高中

28 郭淑妙 台北市 景美國中

29 張淑華 台北市 百齡高中

30 蕭心婷 台北市 格致國中

31 洪鈺婷 台北市 三民國民中學

32 徐欣郁 台北市 萬華國中

33 陳琨仁 台北市 內湖國民中學

34 許瓘樸 台北市 麗山國中

35 賴亭蓉 台北市 介壽國中

36 虞文銘 台北市 中正國民中學

37 張惠評 台北市 金華國中

38 鍾佩娟 花蓮縣 富源國中

39 李依純 臺東縣 東海國中

40 倪于涵 台北市 三民國民中學

41 張曉菲 台北市 北安國中

42 李亮寬 宜蘭縣 宜蘭國中

43 楊喻評 金門縣 金沙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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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陳逸齡 台北市 福安國中學

2 曾美雲 台北市 西松國高中部

3 林欣穎 台北市 西湖國民中學

4 楊孝偉 台北市 關渡國民中學

5 郭佳玲 台北市 永吉國中

6 林欣秀 台北市 瑠公國民中學

7 彭惠梓 台北市 瑠公國民中學

8 陳亭潔 台北市 實踐國中

9 林淑媛 台北市 士林國民中學

10 李宜芳 台北市 內湖國民中學

11 紀曉穎 台北市 明湖國中學

12 李培誠 台北市 麗山國中

13 安瑮玥 新北市 清水高中

14 陳傑昇 新北市 光復高中

15 廖晴芳 新北市 新埔國中

16 范書瑋 新北市 福營國中

17 林庭瑜 新北市 頭前國中

18 陳芝仙 新北市 中和國中

19 巫茹安 新北市 漳和國中

20 陳信楓 新北市 蘆洲國中

21 張家榮 新北市 三芝國中

22 程翊雯 新北市 文山國中

23 李玉龍 新北市 深坑國中

24 王美宜 新北市 烏來中小學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輔導活動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

一～週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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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25 朱若涵 新北市 三和國中

26 周玫鈴 新北市 大觀國中

27 池汾玫 新北市 鷺江國中

28 謝蒞瑋 新北市 三和國中

29 周興隆 新北市 蘆洲國中

30 方玫文 新北市 光復高中

31 曾尚慧 新北市 大觀國中

32 劉庭菲 基隆市 碇內國中

33 蕭杏芸 桃園市 永安國中

34 劉品秀 桃園市 大崗國中

35 賴羿均 桃園市 文昌國中

36 劉昌鑫 桃園市 桃園國中

37 王曼蓉 桃園市 文昌國中

38 張靜芳 桃園市 文昌國中



第18頁/共18頁

序號 薦送教師姓名 薦送縣市 服務學校

1 莊蕎毓 新北市 淡江高中

2 黃奕函 新北市 南山高中

3 王嬿蘋 新北市 聖心女中

4 呂錫謀 新北市 格致高中

5 陳昇陽 新北市 醒吾高中

6 薛家琪 新北市 光仁高中

7 何家源 新北市 泰山高中

8 蕭如惠 新北市 三重高中

9 張丰慈 新北市 安康高中

10 甘彩蓉 新北市 三民高中

11 張琦芳 新北市 樟樹國際實創高中

12 湯彥嶸 新北市 格致高中

13 潘彥宇 新北市 泰山高中

14 林秀玉 新北市 安康高中

15 趙善絟 新北市 三民高中

16 羅珮寧 新北市 樟樹國際實創高中

17 陳巧蓁 新北市 安康高中

18 林承龍 新北市 三民高中

19 林惠敏 新北市 三民高中

20 陳謙仁 國教署（花蓮） 國立花蓮高中

21 許璧薇 基隆市 八斗中學

107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生涯規劃錄取名單

※複審文件繳驗須知將於6月12日前以簡訊通知，如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

一～週五9：00～17：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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