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4 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高雄 A 班  錄取名單 

名次 所屬縣市 姓名 抵免情況 備註 

1 高雄市 陳永馨    

2 高雄市 鄒佳伶    

3 高雄市 潘芊邑    

4 高雄市 吳俐錦    

5 高雄市 陳玟池    

6 高雄市 白雅蘋    

7 高雄市 郭乃萍 審核中  

8 高雄市 陳錦釧 審核中  

9 高雄市 林育如    

10 高雄市 陳榮彬    

11 高雄市 楊麗美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12 台南市 陳品榛    

13 屏東縣 梁秋齡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14 高雄市 黃涵鈺    

15 高雄市 李姝嫻    

16 高雄市 陳秉筠    

17 高雄市 王瑞萍    

18 台東縣 鄭依亭 審核中  

19 高雄市 葉純菁    

20 台東市 黃瓊儀    

21 屏東縣 黃驛雯    

22 高雄市 楊美珍 審查中  

23 新北市 蔡梅雀    

24 高雄市 陳燕雀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25 台東縣 黃雪娥 審核中  

26 屏東縣 陳盈伶    

27 台東縣 林晏如    

28 台南市 陳秀卿 國小教育學程不能抵免  

29 新北市 許元棻    

30 屏東縣 莊喬伶    

31 高雄市 張良芳 審核中  

32 金門縣 楊宗寰    

33 高雄市 張文香    

34 高雄市 林千微    

35 高雄市 蕭淳馨    

36 高雄市 李金都    



37 高雄市 蘇琬婷 審核中  

38 高雄市 陳雅雯    

39 高雄市 孫愛婷 審核中  

40 台南市 朱笠萍    

41 高雄市 林盈君    

42 高雄市 蘇芬芳    

43 高雄市 陳映羽 國小教育學程不能抵免  

44 高雄市 蔡青佩    

45 高雄市 劉晏伶 審查中  

46 高雄市 凃美芳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47 高雄市 張慎恩    

48 高雄市 許  涵    

49 台南市 藍婉珊    

50 高雄市 林聖薇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51 嘉義市 林秋全 審查中  

52 屏東縣 黃國展    

53 屏東縣 陳佩如    

54 高雄市 周立軒 備取 1  

55 高雄市 葉英茂 備取 2  

56 高雄市 姚又方 備取 3  

 
  



國立嘉義大學 104 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高雄 B 班  錄取名單 

名次 所屬縣市 姓名 抵免情況 備註 

1 高雄市 王錦迷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2 高雄市 許珺佩     

3 連江縣 陳宜嬪 審核中   

4 屏東縣 周朝逢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5 高雄市 徐慧穎     

6 連江縣 陳雪玉     

7 高雄市 陳曉瑩     

8 高雄市 楊荏婷 審核中   

9 金門縣 羅宗毅     

10 嘉義縣 王竑缙 審核中   

11 連江縣 曹榕茱     

12 澎湖縣 黃詩恬     

13 高雄市 黃鈺雯     

14 金門縣 陳欣蘭     

15 金門縣 鄭雅心     

16 台東縣 鄭正昇 審核中   

17 高雄市 林雅靜     

18 台東縣 林宜篇 審核中   

19 連江縣 柯育盛     

20 澎湖縣 陳俊豪 國小教育學程不能抵免   

21 台南市 胡正芳     

22 金門縣 柯姿伶     

23 高雄市 陳譽方     

24 高雄市 劉又禎     

25 高雄市 葉織齡     

26 台東縣 葉英茂     

27 屏東縣 張慧芬 國小教育學程不能抵免   

28 金門縣 董湘菱     

29 金門縣 楊宗寰     

30 金門縣 鍾依芸 國小教育學程不能抵免   

31 連江縣 黃淑萍     

32 高雄市 陳秀春     

33 連江縣 王淳瑩     

34 高雄市 余育婷     

35 彰化縣 劉雅禎     

36 金門縣 李雅筠     



37 台南市 柯瑞踽     

38 金門縣 許瓋方     

39 高雄市 張家齊     

40 金門縣 廖千慧 國小教育學程不能抵免   

41 高雄市 陳雅婷 抵免課程超過年限不予抵免   

42 高雄市 周立軒     

43 高雄市 張家君     

44 高雄市 許愿衿     

 
 
  



A 班及 B 班錄取學員注意事項： 
一、註冊流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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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點選各自所屬班級(A 或 B)班名  

    稱進入選課(請全部點選完成)，自 3 月 2日至 3 月 6 日下午 17:00 前完成，若未完成   

    選課程序視同放棄。 

(二)註冊選課完成後，本部於 3月 12日前會出 A 及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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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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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3 月 27 日前完成繳交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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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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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6 學分=52000 元+學雜費 2000 元=54,000 元整。 

    (繳費方式有 ATM轉帳、信用卡、郵局、中國信託銀行臨櫃) 

三、上課地點及開課日期： 

  (一)高雄 A班及 B班上課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教育大樓五樓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二) 開課日期： 

    1.高雄 A班開課日期：5月 9日星期六(08：20-17：30)。 

      (A班原訂 3月及 4月開課；但該場地已有活動無法使用，以致延後開課)。 

    2.高雄 B班開課日期：7月 13日星期一(08：20-17：30)。 

四、注意事項： 

  (一)有關高雄場地停車問題：該場地週六日提供校內停車但需自行付費，暑期期間 

      不提供停車但校區周邊均有付費停車場供進修學員停車，希望各位老師多多利 

      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通行(如捷運、公車等)。 

  (二)各位老師若有疑問請撥 05-2732401-05嘉義大學進修部推廣組莊小姐洽詢。 

敬祝 

                     學習愉快 

                                                    嘉義大學進修廣部敬上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extedu/%EF%BC%89%EF%BC%8C%E4%B8%A6%E9%BB%9E%E9%81%B8%E5%90%84%E8%87%AA%E6%89%80%E5%B1%AC%E7%8F%AD%E7%B4%9A(A%E6%88%96B)%E7%8F%AD%E5%90%8D


上課場地之交通資訊 

高市公車直達 

搭乘火車者，可於火車站搭 52、248 路公車，於中正文化中心站下車，再步行約 4 分鐘即可到達，

72 路公車可於師範大學門口下車。 

★公車轉乘 

可搭火車站到機場線，於中央公園站下車，轉乘往文化中心之公車。 
或任何可到中央公園站之公車再轉乘，詳細路線圖請參閱高雄市公車處。 
http://122.146.229.210/bus/index.html 

 ★高雄捷運 

搭高雄捷運至(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平路走，約 500M 可到

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 

文化中心站 

★高鐵 

左營車站轉搭高雄捷運至(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 出口出車站，順著和平路走，

約 500M 可到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文化中心站 

 ★計程車 

 從火車站到高師大：建國三路 --> 建國二路 --> 建國一路 --> 右轉和平一路 -->高
雄師大約 2.8KM。 

 從機場到高師大：中山四路 --> 中山三路 (過高架橋第 2 個紅綠燈) -->右轉光華三路 
--> 光華二路 --> 光華一路 --> 右轉四維二路(道路縮減) -->(第 3 個紅綠燈左轉)和
平一路 --> 高師大 約 7.5KM 。 

 

 ★開車 

 二高 --> 燕巢系統轉(西向)國道 10 號 --> 仁武交流道 --> 鼎金系統接中山高(南
下)。 

 中山高 --> 鼎金系統 --> 中正路出口 (注意:位於建國路出口後方約 100M，不要下

錯交流道) --> 右轉中正一路 --> (約1.5KM)看到鐵路平交道(走中間車道) --> (轉左上

方) 五福一路 --> 左轉和平一路 --> 高雄師大 
 

 ★住宿（高師大附近飯店資訊） 

   ●高雄統茂松柏大飯店（高雄市和平一路 219 號）  

   ●高雄商旅（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33 號） 

http://122.146.229.210/bus/index.html
http://www.krtco.com.tw/service/service-1_1-O7.aspx
http://www.krtco.com.tw/service/service-1_1-O7.aspx


    ●高雄康橋商旅文化中心館（高雄市光華一路 148 之 42 號，文化中心後方） 

查詢  UrMap 或 高雄市民宿資訊 http://kaohsiung-city.footprint.tw/sta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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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urmap.com/%23m=cc_gcciecddcjjbbhc,bca_dbgccfafhhcfbc&z=i
http://kaohsiung-city.footprint.tw/stay.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