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錄取名單 

班別：國民中學班 

第一階段上課日期：8/2~8/4、8/9~8/11、8/16~8/18   (09:00-16:00) 

                 備註若因疫情或不可抗力因素，部分課程採線上教學方式進行。 
上課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號) 

正取名單：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正取 1 義竹國中 翁○櫻 正取 16 大吉國中 卓○儀 

正取 2 義竹國中 王○傑 正取 17 忠和國中 王○晶 

正取 3 義竹國中 李○秋 正取 18 民和國中 蔡○峰 

正取 4 北興國中 李○瑾 正取 19 昇平國中 曾○娟 

正取 5 忠和國中 吳○親 正取 20 忠和國中 黃○惠 

正取 6 蘭潭國中 陳○安 正取 21 大業國中 簡○文 

正取 7 蘭潭國中 辜○恬 正取 22 義竹國中 許○卿 

正取 8 蘭潭國中 李○慧 正取 23 北興國中 蘇○如 

正取 9 蘭潭國中 林○誼 正取 24 
永慶高中

(國中部) 
黃○真 

正取 10 鹿草國中 郭○玉 正取 25 
永慶高中 

(國中部) 
張○珊 

正取 11 民雄國中 吳○枝 正取 26 太保國中 蘇○玲 

正取 12 民雄國中 張○怡 正取 27 東榮國中 張○芷 

正取 13 新港國中 陳○昌 正取 28 
阿里山 

國中小 
張○昀 

正取 14 大林國中 張○正 正取 29 新港國中 侯○玲 

正取 15 忠和國中 蔡○妃 正取 30 大吉國中 賴○廷 

備取名單：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備取 1 昇平國中 葉○姍 備取 2 民和國中 蕭○ 



111 年度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錄取名單 

班別：國民小學班-A班 

第一階段上課日期：7/4~7/9、7/11~7/13  (09:00-16:00) 

                 備註若因疫情或不可抗力因素，部分課程採線上教學方式進行。 

上課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號) 

正取名單：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正取 1 太興國小 李○翎 正取 12 內埔國小 朱○謙 

正取 2 文雅國小 曾○涵 正取 13 嘉北國小 陳○潔 

正取 3 大同國小 江○憲 正取 14 三和國小 劉○瑜 

正取 4 立仁國小 曾○嬿 正取 15 新生國小 廖○惠 

正取 5 石龜國小 鐘○昱 正取 16 太保國小 林○君 

正取 6 興安國小 張○涵 正取 17 興安國小 詹○穎 

正取 7 南光國小 林○穗 正取 18 和睦國小 李○潔 

正取 8 柳溝國小 姚○青 正取 19 大同國小 黃○文 

正取 9 嘉大附小 龔○穎 正取 20 水上國小 朱○禾 

正取 10 林森國小 陳○霖 正取 21 中和國小 黃○苓 

正取 11 東興國小 唐○育 正取 22 廉使國小 陳○維 

 

  



111 年度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錄取名單 

班別：國民小學-B班 

第一階段上課日期：7/5~7/8、7/11~7/15  (09:00-16:00) 

                 備註若因疫情或不可抗力因素，部分課程採線上教學方式進行。 

上課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號) 

正取名單：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正取 1 二崙國小 李○勳 正取 12 水上國小 徐○惠 

正取 2 虎尾國小 許○崴 正取 13 興安國小 謝○宏 

正取 3 嘉北國小 黃○殷 正取 14 內埔國小 林○秀 

正取 4 廉使國小 廖○綢 正取 15 中和國小 林○千 

正取 5 民族國小 林○如 正取 16 內甕國小 張○汝 

正取 6 柳溝國小 何○燃 正取 17 安慶國小 楊○璇 

正取 7 嘉大附小 何○欣 正取 18 林森國小 吳○彤 

正取 8 
樟湖生態

國中小 
黃○萱 正取 19 大屯國小 王○婷 

正取 9 大同國小 洪○鳳 正取 20 南興國小 蔡○芳 

正取 10 東和國小 李○萱 正取 21 土庫國小 林○式 

正取 11 興安國小 林○伶 正取 22 和睦國小 蔡○芳 

 

  



111 年度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錄取名單 

班別：國民小學-C班 

第一階段上課日期：8/2~8/5、8/8~8/12  (09:00-16:00) 

                 備註若因疫情或不可抗力因素，部分課程採線上教學方式進行。 

上課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號) 

正取名單：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序號 服務單位 姓名 

正取 1 二崙國小 廖○秋 正取 12 南興國小 洪○芬 

正取 2 東石國小 陳○民 正取 13 飛沙國小 蘇○毅 

正取 3 鎮東國小 田○娟 正取 14 北園國小 張○佳 

正取 4 嘉大附小 沈○枝 正取 15 蘭潭國小 羅○怡 

正取 5 宣信國小 周○怡 正取 16 興安國小 楊○穎 

正取 6 新生國小 鄭○仁 正取 17 土庫國小 顏○華 

正取 7 柳溝國小 黃○傑 正取 18 文雅國小 戴○婷 

正取 8 崇文國小 李○儒 正取 19 興安國小 陳○君 

正取 9 大同國小 黃○仁 正取 20 中和國小 邱○凱 

正取 10 太保國小 林○伶 正取 21 明倫國小 蔡○宏 

正取 11 水上國小 姜○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