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資訊科技科教師第二專長學分班各縣市政府薦送正取名單 

編號 縣市別 就讀師培大學 教師名單 服務學校 錄取順序 備註 

1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黃○泉 玉山國中 正取 1   

2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蘇○城 北興國中 正取 2   

3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李○綾 北興國中 正取 3   

4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李○瑾 北興國中 正取 4   

5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吳○毅 北興國中 正取 5   

6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余○宜 北興國中 正取 6   

7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林○鑫 民生國中 正取 7   

8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楊○穎 民生國中 正取 8   

9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黃○閔 嘉義國中 正取 9   

10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蕭○均 嘉義國中 正取 10   

11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林○一 大業國中 正取 11   

12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王○慧 北園國中 正取 12   

13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張○政 東榮國中 正取 13   

14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劉○鑫 中埔國中 正取 14   

15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林○弘 民和國中 正取 15   

16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呂○賢 朴子國中 正取 16   

17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蔡○旺 水上國中 正取 17   

18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吳○偉 民雄國中 正取 18   

19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陳○成 民雄國中 正取 19   

20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梁○豪 新港國中 正取 20   

21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謝○峰 新港國中 正取 21   

22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林○榮 南興國中 正取 22   

23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鐘○璋 玉山國中 正取 23   

24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陳○如 嘉義國中 正取 24   

25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黃○偉 北興國中 正取 25   

26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江○峰 北興國中 正取 26   

27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徐○薇 北興國中 正取 27   

28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黃○鑫 嘉義國中 正取 28   

29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徐○媄 北興國中 正取 29   

30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歐○琴 北興國中 正取 30   

31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陳○慧 北興國中 正取 31   

32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王○如 北興國中 正取 32   

33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蕭○殽 北興國中 正取 33   

34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吳○如 北興國中 正取 34   

35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唐○真 東榮國中 正取 35   

36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黃○貞 中埔國中 正取 36   

37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薛○芳 水上國中 正取 37   

38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何○豪 民雄國中 正取 38   

39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許○娟 朴子國中 正取 39   

40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方○羽 新港國中 正取 40   

 

  



107年度資訊科技科教師第二專長學分班各縣市政府薦送備取名單 

編號 縣市別 就讀師培大學 教師名單 服務學校 錄取順序 備註 

1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林○弘 新港國中 備取 1   

2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鄭○仁 新港國中 備取 2   

3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黃○華 新港國中 備取 3   

4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吳○旭 新港國中 備取 4   

5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羅○佳 新港國中 備取 5   

6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李○憬 民雄國中 備取 6   

7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鄭○芬 新港國中 備取 7   

8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李○雯 新港國中 備取 8   

9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孫○蘭 新港國中 備取 9   

10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吳○慶 新港國中 備取 10   

11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姚○慈 六嘉國中 備取 11   

12 雲林縣 國立嘉義大學 楊○諺 口湖國中 備取 12   

13 雲林縣 國立嘉義大學 吳○冬 樟湖國中 備取 13   

14 雲林縣 國立嘉義大學 許○益 崇德國中 備取 14   

15 雲林縣 國立嘉義大學 江○秋 樟湖國中 備取 15   

16 雲林縣 國立嘉義大學 曾○容 樟湖國中 備取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