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3 學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A 班)錄取名單 

錄取序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1 永康國小 唐春生  

2 祥和國小 黃佩吟  

3 平和國小 曾一鑫  

4 來惠國小 廖俊傑  

5 南陽國小 吳美瑤  

6 祥和國小 徐鶴綾  

7 廉使國小 何名娟  

8 志航國小 黃千珊  

9 祥和國小 王怡婷  

10 崙背國小 廖家宏  

11 祥和國小 李淑如  

12 五穀國小 許朝凱  

13 官田國小 吳秀雲  

14 新興國小 蔡昀辰  

15 義竹國小 林家妤  

16 義竹國小 沈美慧  

17 東和國小 白秀青  

18 祥和國小 李敏慈  

19 實踐國小 吳嘉展  

20 蒜頭國小 簡郁雅  

21 慈濟國小 譚雯雯  

22 蒜頭國小 陳月珍  

23 北辰國小 陳佩鈺  

24 忠孝國小 王櫻娜  

25 和順國小 林螢柔  

26 永定國小 劉曉樺  

27 公誠國小 蔡信智  

28 三江國小 謝秉育  

29 崙背國小 陳美蓮  

30 中和國小 蔡麗芬  

31 頭汴國小 陳甘玫  

32 國姓國小 徐雪霞  

33 大鞍國小 張耿肇  

34 雲林國小 陳家儀  

35 大肚國小 李坤麟  

36 大同國小 陳萩靜  

37 永和國小 劉婉俐  

38 信義國小 吳明純  



39 東和國小 莊博舜  

40 興安國小 鄭恪芬  

41 景山國小 蔡志鵬  

42 義竹國小 林松興  

43 大灣國小 蔡月真  

44 崇文國小 洪碧純  

45 志航國小 江貴蘭  

46 僑平國小 林直昇  

47 鎮南國小 吳采倫  

48 龍潭國小 吳采玲  

49 飛沙國小 許秀容  

50 太保國小 黃琡容  

51 太保國小 黃聆雅  

52 文德國小 鄭燦輝  

      ※有兩名不佔名額優先錄取。 

 
順序 學校名稱 姓名  

備 1 永光國小 張育宏  

備 2 省躬國小 張義民  

備 3 隙頂國小 蔡哲誠  

備 4 大埔國小 張雅雯  

備 5 和安國小 陳佳雯  

備 6 和順國小 沈齋賢  

備 7 斗南國小 林怡亭  

備 8 玉山國中 呂秀珠  

備 9 育英國小 呂坤政  

備 10 儲備教師 李維芳  

備 11 儲備教師 莊欣瑜  

備 12 儲備教師 陳勇旭  

備 13 儲備教師 許紘瑄  

備 14 儲備教師 蔡炘澤  

備 15 儲備教師 邱榆婕  

 

※若備取老師有意願轉至 B 班修讀請與莊小姐聯繫(05-2732401-05)； 

   辦理優先轉班程序。



 

國立嘉義大學 103 學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B 班)錄取名單 

錄取順號 學校名稱 姓名 備註 

1 十興國小 李佳容  

2 十興國小 盧怡珊  

3 安溪國小 蔡佩君  

4 鎮南國小 呂文嘉  

5 海口國小 林冠嫻  

6 六甲國小 李謹如  

7 麥寮國小 蔡珍娜  

8 崙豐國小 張湘芬  

9 慈濟高中 吳佩璇  

10 福智國小 王怡誠  

11 崙豐國小 陳又甄  

12 海墘國小 黃玟瑄  

13 成龍國小 黃錦虹  

14 文山國小 張毓棋  

15 福智國小 章玲珠  

16 富光國中 周佳瑩  

17 瑞峰國小 紀惠婷  

18 嘉南國小 陳怡樺  

19 秀峰國小 胡仲薇  

20 中正國小 林麗霞  

21 花壇國小 蘇珍慧  

22 自由國小 徐足裕  

23 重興國小 張嘉麟  

24 重興國小 黃婷鈺  

25 內甕國小 丁駿杰  

26 東興國小 王麗雅  

27 泉州國小 吳蕙君  

28 油車國小 張淑容  

29 新興國小 羅心維  

30 永樂國小 王紫璇  

31 中正國小 李如雪  

32 儲備教師 簡與彤  

33 儲備教師 邱文玲  

34 儲備教師 蘇琡雲  

35 儲備教師 黃淑菁  

36 儲備教師 韓湘如  

37 儲備教師 張坤虔  



 

A 班及 B 班錄取學員注意事項： 
一、註冊流程 

1、請各位錄取老師先至本校推廣教育報名系統註冊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extedu/），並點本班名稱進入選課(請全部點

選完成)，自 12 月 24 日至 104 年 1月 10日下午 17:00 前完成，若未完成程序視同放棄。 

2.註冊選課完成後，本部於 1月 15日前會先出 A班繳費單(並以 E-mail方式通知各學員)， 

請於本校繳費單補單系統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webfee/default.aspx)下載繳費單，依期限(104

年 1月 29日)繳交費用，並將繳費收據傳真至本部 24732406 莊小姐，以確保註冊完成之

依據。 

   3.若有申辦抵免之學員請先繳全額費用，待抵免程序通過後，再行退該課程之全額學分費。 

二、繳費項目： 

    學分費 1900×26學分=49400元+學雜費 2000元=51,400元整。 

三、本班上課詳細時間會在近期公告於本部網站並會 e-mail通知各位老師。 

 

祝各位老師 

 

          新年快樂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部敬啟 

連絡電話 05-2732401-05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ext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