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家庭支持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第一階段錄取名單 

注意事項： 

一、Webex線上視訊課程，報名的場次會議連結將寄至信箱，請於名單公告後

至信箱收取通知。 

二、 參與線上視訊課程前，請先安裝下載 Webex視訊軟體，並於 110年 9月 28

日(二)下午 12點至 2點統一進行線上測試。(線上測試連結

https://nationalchiayiuniversity.my.webex.com/nationalchiayiuniversity.

my-tc/j.php?MTID=m512a0d869244abb77b380e8cf44d2600) 

三、報名截止日延後至 110年 10月 15日下午 5點結單，第二階段錄取名單將於

110年 10月 18日(一)公告於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網頁(https： 

//www.ncyu.edu.tw/geche/)，各場次預留 10名候補名額。額滿為止。 

四、錄取名單： 

初階訓練課程 

【北區】 

北二 

9/30(四) 

 北二 

10/1(五) 

 北一 

10/18(一) 

 北一 

10/19(二) 

 

楊○晴 金門縣 楊○晴 金門縣 鄭○仙 台北市 鄭○仙 台北市 

徐○綺 金門縣 徐○綺 金門縣 魏○凡 台北市 魏○凡 台北市 

許○蓉 金門縣 許○蓉 金門縣 劉○竹 新竹縣 劉○竹 新竹縣 

張○儀 新竹縣 張○儀 新竹縣 金  琦 台北市 金  琦 台北市 

洪○好 新竹縣 洪○好 新竹縣 詹○宇 台北市 詹○宇 台北市 

劉○惠 新北市 劉○惠 新北市 許○蓉 金門縣 許○蓉 金門縣 

蔡○玲 新北市 蔡○玲 新北市 何○安 台北市 何○安 台北市 

郭○靜 新北市 郭○靜 新北市 王○吉 金門縣 王○吉 金門縣 

陳○珊 台北市 陳○珊 台北市 楊○羽 桃園市 楊○羽 桃園市 

廖○媛 台北市 廖○媛 台北市 王○文 高雄市 王○文 高雄市 

林○華 台北市 林○華 台北市 邱○婷 高雄市 邱○婷 高雄市 

黃○真 新北市 黃○真 新北市 王○珺 宜蘭縣 王○珺 宜蘭縣 

鍾○哲 金門縣 鍾○哲 金門縣 蘇○亭 花蓮縣 蘇○亭 花蓮縣 

許○怡 金門縣 許○怡 金門縣 楊○雯 新北市 楊○雯 新北市 

呂○茹 桃園市 呂○茹 桃園市 陳○婷 宜蘭縣 陳○婷 宜蘭縣 

陳○婷 桃園市 陳○婷 桃園市 鍾○芳 花蓮縣 鍾○芳 花蓮縣 

楊○茹 新北市 楊○茹 新北市 林○華 花蓮縣 林○華 花蓮縣 

王○元 桃園市 王○元 桃園市 鄭○瑾 台北市 鄭○瑾 台北市 

游○婷 桃園市 游○婷 桃園市 沈○倫 新竹市 沈○倫 新竹市 

https://nationalchiayiuniversity.my.webex.com/nationalchiayiuniversity.my-tc/j.php?MTID=m512a0d869244abb77b380e8cf44d2600
https://nationalchiayiuniversity.my.webex.com/nationalchiayiuniversity.my-tc/j.php?MTID=m512a0d869244abb77b380e8cf44d2600
https：%20/www.ncyu.edu.tw/geche/
https：%20/www.ncyu.edu.tw/geche/


許○凱 桃園市 許○凱 桃園市 陳○廷 台北市 陳○廷 台北市 

里○達陸 新竹縣 里○達陸 新竹縣 李○珏 新北市 李○珏 新北市 

石○萱 基隆市 石○萱 基隆市 廖○媛 台北市 蔡○華 台北市 

許○君 新北市 許○君 新北市 余○瑾 連江縣 彭○慶 台北市 

徐○萱 桃園市 徐○萱 桃園市 連○芳 台北市 余○瑾 連江縣 

侯○芹 澎湖縣 侯○芹 澎湖縣 宋○雯 宜蘭縣 連○芳 台北市 

楊○雯 新北市 楊○雯 新北市 歐○源 澎湖縣 宋○雯 宜蘭縣 

鄭○瀚 台北市 鄭○瀚 台北市 蔡○琳 宜蘭縣 歐○源 澎湖縣 

王○熒 台北市 王○熒 台北市 林○馨 台北市 林○馨 台北市 

鄭○雲 澎湖縣 鄭○雲 澎湖縣     

余○龍 桃園市 余○龍 桃園市     

李○珏 桃園市 李○珏 桃園市     

許○婷 新北市 許○婷 新北市     

劉○惠 新北市 劉○惠 新北市     

黃○廷 新竹市 黃○廷 新竹市     

余○嫺 新竹市 余○嫺 新竹市     

古○禎 新竹縣 洪○美 新竹市     

藍○慈 新竹縣 黃○晉 新北市     

王○婷 桃園市 陳○宣 金門縣     

黃○晉 新北市 宋○蓉 台東縣     

陳○宣 金門縣 林○潔 新北市     

呂○湘 桃園市       

蔣○螢 桃園市       

宋○蓉 台東縣       

林○潔 新北市       

魏○凡 台北市       

胡○華 新竹縣       

陳○瑄 金門縣       

 

【中區】 

中初 

11/1(一) 

 中初

11/2(二) 

 

陳○璇 南投縣 陳○璇 南投縣 

洪○韋 南投縣 洪○韋 南投縣 

陳○霈 彰化縣 陳○霈 彰化縣 

楊○允 台中市 楊○允 台中市 

許○蓁 台中市 許○蓁 台中市 



簡○夷 彰化縣 簡○夷 彰化縣 

林○生 彰化縣 林○生 彰化縣 

柯○伶 彰化縣 柯○伶 彰化縣 

劉○妤 彰化縣 劉○妤 彰化縣 

陳○庭 彰化縣 陳○庭 彰化縣 

王○怡 台中市 王○怡 台中市 

林○均 彰化縣 林○均 彰化縣 

王○月 彰化縣 王○月 彰化縣 

詹○燕 彰化縣 詹○燕 彰化縣 

吳○葳 彰化縣 吳○葳 彰化縣 

謝○敏 彰化縣 謝○敏 彰化縣 

呂○鈺 彰化縣 呂○鈺 彰化縣 

田○睿 彰化縣 田○睿 彰化縣 

洪○苓 彰化縣 洪○苓 彰化縣 

廖○佑 苗栗縣 廖○佑 苗栗縣 

張○珊 台中市 張○珊 台中市 

李○承 彰化縣 李○承 彰化縣 

黃○眞 苗栗縣 黃○眞 苗栗縣 

黃○貞 南投縣 黃○貞 南投縣 

王○如 南投縣 曹○庭 彰化縣 

陳○萍 新竹縣 楊○婷 彰化縣 

詹○潔 台中市 王○如 南投縣 

郭○雯 苗栗縣 陳○萍 新竹縣 

薛○羽  台中市 詹○潔 台中市 

  郭○雯 苗栗縣 

  薛○羽  台中市 

 

【南區】 

台南初

11/4(四) 

 台南初

11/5(五) 

 高雄初 

10/21(四) 

 高雄初 

10/22(五) 

 

周○若 台南市 周○若 台南市 陳○蓮 高雄市 陳○蓮 高雄市 

蔡○緹 台南市 蔡○緹 台南市 李○恩 高雄市 李○恩 高雄市 

王○盈 台東縣 王○盈 台東縣 王○倩 屏東縣 王○倩 屏東縣 

吳○婷 台南市 吳○婷 台南市 李○嫺 高雄市 李○嫺 高雄市 

陳○希 台南市 陳○希 台南市 潘○仙 高雄市 潘○仙 高雄市 

劉○宏 澎湖縣 劉○宏 澎湖縣 洪○徽 高雄市 洪○徽 高雄市 

莊○羽 台南市 莊○羽 台南市 陳○芸 高雄市 陳○芸 高雄市 



黃○茹 屏東縣 黃○茹 屏東縣 羅○彰 高雄市 羅○彰 高雄市 

羅○玲 台東縣 羅○玲 台東縣 吳○勤 高雄市 吳○勤 高雄市 

劉○雅 台東縣 劉○雅 台東縣 劉  真 高雄市 劉  真 高雄市 

戴○鎔 新竹市 戴○鎔 新竹市 江○薇 屏東縣 江○薇 屏東縣 

陳○聰 嘉義市 陳○聰 嘉義市 廖○如 高雄市 廖○如 高雄市 

廖○揚 台南市 廖○揚 台南市 郭○儀 屏東縣 郭○儀 屏東縣 

夏○涵 台南市 夏○涵 台南市 莊○晶 高雄市 莊○晶 高雄市 

廖○晨 雲林縣 廖○晨 雲林縣 張○來 高雄市 張○來 高雄市 

詹○娥 雲林縣 詹○娥 雲林縣 潘○宜 屏東縣 潘○宜 屏東縣 

李○芸 雲林縣 李○芸 雲林縣 王  維 屏東縣 王  維 屏東縣 

谷  霙 高雄市 谷  霙 高雄市 蘇○柔 台東縣 蘇○柔 台東縣 

林○歌 台南市 林○歌 台南市 連○雲 台東縣 連○雲 台東縣 

    黃○吟 台東縣 黃○吟 台東縣 

    陳○蓉 高雄市 陳○蓉 高雄市 

    谷  霙 高雄市 谷  霙 高雄市 

    尤○萱 高雄市 尤○萱 高雄市 

    簡○青 台東縣 簡○青 台東縣 

 

專業訓練課程 

(一)家庭增能服務 

【北區】 

北脆 

10/25(一) 

 北脆 

10/26(二) 

 

李○淳 台北市 李○淳 台北市 

王○德 台北市 王○德 台北市 

羅○任 台北市 羅○任 台北市 

王○仙 台北市 王○仙 台北市 

洪○婷 台北市 洪○婷 台北市 

黃○姿 新北市 黃○姿 新北市 

李○禎 桃園市 李○禎 桃園市 

張○婷 台北市 張○婷 台北市 

呂○茹 桃園市 呂○茹 桃園市 

王○琦 桃園市 王○琦 桃園市 

陳○綢 新北市 陳○綢 新北市 

韓○平 新北市 韓○平 新北市 

劉○嫻 新北市 劉○嫻 新北市 

陳○香 新北市 陳○香 新北市 



王○文 高雄市 王○文 高雄市 

邱○婷 高雄市 邱○婷 高雄市 

徐○萱 桃園市 徐○萱 桃園市 

歐○源 澎湖縣 歐○源 澎湖縣 

侯○芹 澎湖縣 侯○芹 澎湖縣 

鍾○芳 花蓮縣 鍾○芳 花蓮縣 

鄭○瀚 台北市 鄭○瀚 台北市 

張○渝 台北市 張○渝 台北市 

鄭○雲 澎湖縣 鄭○雲 澎湖縣 

林○華 花蓮縣 林○華 花蓮縣 

鄭○瑾 台北市 鄭○瑾 台北市 

沈○倫 新竹市 沈○倫 新竹市 

劉○雅 台東縣 劉○雅 台東縣 

蔡○華 台北市 吳○強 新北市 

余○嫺 新竹市 張  祺 台北市 

莊○晶 高雄市 周○瑜 基隆市 

余○瑾 連江縣 余○嫺 新竹市 

周○恩 新北市 莊○晶 高雄市 

陳○萍 新竹縣 余○瑾 連江縣 

連○芳 台北市 傅○蘋 新北市 

巫○梅 花蓮縣 趙○豪 新北市 

林○苹 宜蘭縣 周○恩 新北市 

彭○明 花蓮縣 陳○萍 新竹縣 

  連○芳 台北市 

  巫○梅 花蓮縣 

  林○苹 宜蘭縣 

  彭○明 花蓮縣 

 

【中區】 

中脆

11/11(四) 

 中脆

11/12(五) 

 

李○萱 南投縣 李○萱 南投縣 

謝○竹 南投縣 謝○竹 南投縣 

黃○瑤 南投縣 黃○瑤 南投縣 

謝○娟 南投縣 謝○娟 南投縣 

簡○騰 彰化縣 簡○騰 彰化縣 

陳○霈 彰化縣 陳○霈 彰化縣 



林○均 彰化縣 劉○妤 彰化縣 

李○承 彰化縣 林○均 彰化縣 

曹○春 南投縣 李○承 彰化縣 

杜○珍 南投縣 曹○春 南投縣 

黃○廷 新竹市 杜○珍 南投縣 

宋○蓉 台東縣 黃○廷 新竹市 

余○如 台中市 宋○蓉 台東縣 

楊○婷 台中市 余○如 台中市 

黃○宗 台中市 楊○婷 台中市 

賴○婷 台中市 謝○銀 台中市 

謝○銀 台中市   

 

【南區】 

 

 

(二)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小衛星) 

【北區】 

10/29(五) 

 【中區】

11/11(四) 

 【南區】

11/22(一) 

 

李○淳 台北市 洪○玫 台中市 王○盈 台東縣 

王○德 台北市 陳○婷 台中市 黃○樺 台南市 

南脆 

11/22(一) 

 南脆

11/23(二) 

 

李○嫺 高雄市 李○嫺 高雄市 

李○婷 屏東縣 李○婷 屏東縣 

王○盈 台東縣 王○盈 台東縣 

高○念 嘉義縣 高○念 嘉義縣 

李○蘭 屏東縣 李○蘭 屏東縣 

王○淑 嘉義市 王○淑 嘉義市 

陳○任 嘉義縣 陳○任 嘉義縣 

陳○慧 屏東縣 林○娟 屏東縣 

陳○聰 嘉義市 陳○慧 屏東縣 

顏○慧 雲林縣 顏○慧 雲林縣 

游○瑜 雲林縣 游○瑜 雲林縣 

陳○雯 嘉義縣 陳○雯 嘉義縣 

陳○芳 台東縣 陳○芳 台東縣 

谷  霙 高雄市 谷  霙 高雄市 

尤○萱 高雄市 尤○萱 高雄市 

陳○琳 屏東縣 陳○琳 屏東縣 



羅○任 台北市 簡○夷 彰化縣 洪○月 高雄市 

王○仙 台北市 林○生 彰化縣 吳○勤 高雄市 

魏○凡 台北市 柯○伶 彰化縣 林○芬 高雄市 

黃○榛 新北市 黃○翰 南投縣 劉○宏 澎湖縣 

黃○姿 新北市 楊○婷 彰化縣 郭○儀 屏東縣 

何○安 台北市 徐○珍 苗栗縣 蔡○緹 台南市 

許○凱 桃園市 呂○帆 苗栗縣 陳○宣 台南市 

謝○彧 新北市 余○玲 彰化縣 張○來 高雄市 

陳○婷 宜蘭縣 黃○鳳 苗栗縣 王  維 屏東縣 

程○婷 台北市 何○麟 苗栗縣 廖○揚 台南市 

莊○彰 台北市 林○英 南投縣 黃○謹 台南市 

楊○綺 台北市 黃○晉 新北市 蔡○晴 台南市 

劉○雅 台東縣 陳○宣 金門縣 林○歌 台南市 

彭○慶 台北市 蘇○妃 南投縣   

林○靚 連江縣 林○吟 南投縣   

王○棋 澎湖縣     

王○姍 宜蘭縣     

林○潔 新北市     

楊○鈞 花蓮縣     

侯○芹 澎湖縣     

鄭○雲 澎湖縣     

蔡○琳 宜蘭縣     

許○怡 金門縣     

 

(三)育兒指導服務 

【北區】 

10/15(五) 

 【南區】

11/23(二) 

 

古○禎 新竹縣 陳○淳 屏東縣 

張○儀 新竹縣 陳○蓮 高雄市 

劉○惠 新北市 謝○絜 彰化縣 

曾○裡 台北市 李○恩 高雄市 

管○雯 新北市 王○盈 台東縣 

蔡○玲 新北市 林  范 嘉義縣 

郭○靜 新北市 李○茹 嘉義縣 

陳○瑛 新北市 劉○月 嘉義縣 

王○德 台北市 黃○雯 南投縣 

羅○任 台北市 黃○貞 南投縣 



王○仙 台北市 羅○涵 嘉義市 

林○華 台北市 鍾○英 嘉義市 

劉○竹 新竹縣 陳○嫻 高雄市 

謝○璇 台北市 葉○玲 南投縣 

陳○華 台北市 連○雲 台東縣 

柯○芳 台北市 黃○吟 台東縣 

陳○婷 桃園市 夏○涵 台南市 

王○元 桃園市 劉○玲 台南市 

游○婷 桃園市 劉○宏 澎湖縣 

里○達陸 新竹縣 詹○娥 雲林縣 

許○君 新北市 李○芸 雲林縣 

王○珺 宜蘭縣 蔡○晴 台南市 

李○華 新北市   

王○龢 台北市   

許○婷 新北市   

王○霆 新北市   

劉○雅 台東縣   

劉○惠 新北市   

李○穎 新北市   

戴○鎔 新竹市   

洪○美 新竹市   

曾○裡 台北市   

曹○筠 連江縣   

王○宜 台南市   

侯○芹 澎湖縣   

鄭○雲 澎湖縣   

鍾○哲 金門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