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縣市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備註

(通過學年度，回流學年度)

1 郭佳雯 市政府教育處 科長 104，105回流

2 周宜伸 武崙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3 傅瓊玉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執行秘書 100，105回流

4 周明蒨 大同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100，105回流

5 蔡惠青 麗山國民中學 教師 101，105回流

6 吳姿瑩 大直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101，105回流

7 葉嘉惠 石牌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103，105回流

8 王琤惠 百齡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9 游壁如 國立政大附屬高級中學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10 黃筱甄 信義國民中學 總務主任 105培訓

11 洪彩鳳 景美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12 蘇彥享 天母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13 游郁珊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組員 105培訓

16 蔡安繕 溪崑國民中學 校長 100，105回流

17 趙慧芳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督導 101，105回流

18 葉  菁 市政府教育局 輔導員 102，105回流

19 余婌禎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輔導員 103，105回流

20 徐巧玲 家庭教育中心 輔導員 103，105回流

21 楊曉媚 漳和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3，105回流

22 黃淑麗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督導 103，105回流

23 池旭臺 自強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24 徐淑芬 林口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25 歐志華 坪林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26 陳君武 中山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27 黃易進 汐止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28 黃宜貞 明志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29 陳俊伶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輔導員 105培訓

 許黎琴 建國國民中學 校長 100，105回流

34 曾安煌 平南國民中學 校長 100，105回流

35 范美珍 平鎮高級中學 輔導教師 101，105回流

36 李  昀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教育訓練組長 101，105回流

37 陳雅玲 經國國民中學 校長 102，105回流

38 鍾佩君 大竹國民中學 主任 105培訓

39 賴筱莉 楊明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42 邱玉玫 成功國民中學 輔導組長 101，105回流

43 陳姿利 峨眉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44 吳昭瑯 南華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45 張淑惠 建功高級中學 專任輔導教師 105培訓

46 陳乃妃 維真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47 邱紹一 大葉大學 副教授 103，105回流

48 湯秀琴 鶴岡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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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許明峰 鶴岡國民小學 校長 105培訓

50 蘇瑩瑩 東峰國民中學 退休輔導主任 100，105回流

51 蕭瑄華 忠明高級中學 輔導教師 100，105回流

52 廖文靖 東勢國民中學 教師 100，105回流

53 蕭美雲 大甲國民中學 教師 101，105回流

54 蔡珍枚 東山高級中學 衛生組長 102，105回流

55 林惠娟 清水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2，105回流

56 周旻慧 龍津國民中學 總務主任 103，105回流

57 莊創期 萬和國民中學 總務主任 103，105回流

58 黃巧妮 龍津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103，105回流

59 曹瓊華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校長 104，105回流

60 蔡玉玲 東峰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61 許志瑋 安和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62 夏梅娟 中平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63 柯瓊華 大道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64 周文松 中港高級中學 校長 105培訓

65 何豐文 太平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69 李孟桂 仁愛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70 林佩君 中興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3，105回流

71 蘇美娟 草屯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3，105回流

72 張茱貽 營北國民中學 註冊組長 104，105回流

73 傅秀如 信義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74 劉淑玫 北山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75 謝欣茹 旭光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76 林俊良 名間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77 林怡彣 營北國民中學 教學組長 105培訓

78 蔡永發 成功高級中學 退休校長 100，105回流

79 邱昺富 竹塘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80 吳俊良 明倫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81 石興銓 伸港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82 陳季霙 鹿港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2，105回流

83 謝婉詩 原斗國民中學 退休校長 103，105回流

84 楊書端 大城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85 莊淑芬 北斗國民中學 輔導組長 103，105回流

86 林永裕 員林國民中學 教師 104，105回流

87 阮雪菁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調府教師 104，105回流

88 簡志雄 和群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89 吳華書 線西國民中學 輔導組長 104，105回流

90 陳梅仙 草湖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91 吳亦耕 成功高級中學 輔導組長 105培訓

92 蘇宴慧 大同國民中學 輔導組長 105培訓

95 薛錦彰 雲林國民中學 校長 102，105回流

96 林燕枝 虎尾國民中學 資料組長 103，105回流

97 林以方 雲林國民中學 教師 104，105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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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簡榮宏 元長國民中學 主任 105培訓

100 林佳蓉 嘉義國民中學 教師 102，105回流

101 楊文華 玉山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103 嘉義縣 蔣佳樺 縣政府教育處 輔導員 105培訓

105 康惠美 後壁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100，105回流

106 黃雅瑄 沙崙國民中學 兼輔教師 100，105回流

107 李世昌 大內國民中學 校長 102，105回流

108 蔡明昌 大成國民中學 校長 102，105回流

109 陳麗如 沙崙國民中學 校長 102，105回流

110 李耀斌 後甲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111 蔡淑芬 安順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103，105回流

112 蔡宜興 左鎮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113 蘇恭弘 龍崎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114 鍾國璽 關廟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115 沈惠娟 大成國民中學 教師 105培訓

116 黃添勇 六甲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117 陳威介 北門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118 曾鼎育 下營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105培訓

119 鄭雅麗 仁德文賢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105培訓

120 張玉明 民德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124 王慧瑛 新興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100，105回流

125 林青蓉 旗山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0，105回流

126 施錦芬 中山國民中學 教師 100，105回流

127 郭政源 大樹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0，105回流

128 張令恬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督導 102，105回流

129 張美玲 明華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2，105回流

130 曾家暉 茂林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3，105回流

131 田佳立 中山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132 陳耿暉 大社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133 蔡美蓉 國昌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134 林啟文 龍肚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135 鍾信雄 中山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137 羅敏鎔 潮州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0，105回流

138 劉文宗 潮州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139 鍾冬玉 長治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140 李瑜珍 萬巒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141 曹淑靜 竹田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2，105回流

142 洪竹怡 潮州國民中學 補校主任 102，105回流

143 印永生 高泰國民中學 校長 102，105回流

144 莊崇昌 佳冬國民中學 校長 102，105回流

145 李蕙瓊 麟洛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149 邱淑綿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主任 101，105回流

150 江昀娗 政府教育處 視導 103，105回流

151 王奕增 政府教育處 視導 103，105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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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李苑翠 利澤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153 藍介嵐 順安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104，105回流

154 羅雅鈴 羅東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155 楊佳寧 中華國民中學 生規組長 104，105回流

158 羅崇禧 鳳林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159 陳慧雯 吉安國民中學 退休教師 101，105回流

160 葉淑貞 光復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161 林秀英 新城國民中學 總務主任 101，105回流

162 鄭健民 三民國民中學 校長 103，105回流

163 陳淑芬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督導 104，105回流

164 王錦慧 富源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165 陳文靜 初鹿國民中學 校長 100，105回流

166 林素芬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主任 101，105回流

167 張筱白 泰源國民中學 校長 105培訓

168 李媛媛 長濱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169 吳盈慧 初鹿國民中學 教學組長 105培訓

170 莊錦智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主任 101，105回流

171 曾定強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社工師 101，105回流

172 林永進 金寧中小學國中部 輔導主任 102，105回流

173 何建勤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適性輔導組長 103，105回流

174 陳雅蘭 金寧中小學 校長 103，105回流

175 蔡美意 金沙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176 洪子聖 金城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4，105回流

178 林清茶 澎南國民中學 校長 101，105回流

179 黃銘廣 湖西國民中學 校長 104，105回流

181 鄭子駿 東引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105培訓

182 劉育均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心理師 105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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