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環境學系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10 年【寒假高中職教師研習營活動 1/25-1/27】正/備取學員名單公告 

 

1. 敬請 35位正取生學員依照以下報到程序並務必於 109/12/10（四）前完成，

好讓本系能保留您的參與資格。若於 109/12/11（五）早上 8點前未於系統

上收到您的繳費記錄與切結書回傳，本系將取消您的錄取資格並通知備取生

報到。 

2. 報到程序如下:           

 報名費 1500元，敬請透過本校線上繳費系統，取得 ATM轉帳帳號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繳費。線上繳費系統網為  

    https://web.ndhu.edu.tw/GA/onlinepay/pay.aspx（收費單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   

 填寫活動切結書（如附檔）並以傳真（Fax:03-8900157）或 e-mail方 

式（stoven@gms.ndhu.edu.tw）回傳。 

 上述程序均需於期限內完成，若缺少任一項，都不算完成報到資格。 

3. 第一次備取生學員錄取通知情況，本系擬於 109/12/11（五）下午 17點前

公告與通知。 

4. 報到學員的線上報名個人資料本系會於報到程序結束後，會再 e-mail給學

員確認，若有需要修改最初報名資料的學員，敬請於之後本系規定時間內

統一更新 

5. 寒假研習營活動預計於 109/1/27（三）下午 5點前結束，建議參與活動的學 

員，訂購當天下午 5點之後的車票。 

6. 研習營活動所有通知均會公告於本系網頁之【高中職教師研習營專區】，網 

址為：https://ces.ndhu.edu.tw/files/90-1020- 7.php，敬請各位老師隨 

時上網參閱。 

    7.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或來信詢問。 

    8. 正/ 備取錄取學員名單如下： 
 

順序 姓名 服務單位 

正取 1 黃○惠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正取 2 林○雯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正取 3 蔡○芬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正取 4 侯○源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正取 5 李○融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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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姓名 服務單位 

正取 6 藍○彊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正取 7 茅○娟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正取 8 葉○儀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正取 9 許○琇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正取 10 陳○璞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正取 11 趙○茹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正取 12 莊○婷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正取 13 陳○駿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正取 14 巫○叡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正取 15 馮○瑩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正取 16 洪○珠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正取 17 徐○慈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正取 18 吳○旆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正取 19 賴○瑩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正取 20 陳○玉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正取 21 林○和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正取 22 王○穗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正取 23 陳○妃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正取 24 陳○萱 臺北市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正取 25 黃○心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正取 26 陳○廷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正取 27 黃○珠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正取 28 林○娟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正取 29 劉○甫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正取 30 龔○棋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正取 31 陳○雪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正取 32 邱○慧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正取 33 廖○妃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正取 34 戴○容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順序 姓名 服務單位 

正取 35 黃○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備取 1 鄭○萍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備取 2 卓○玫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備取 3 遲○文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備取 4 劉○珠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備取 5 陳○廷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備取 6 李○娟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備取 7 黃○如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備取 8 鄭○倩 臺中市立臺中二中 

備取 9 歐○婷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備取 10 張○香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備取 11 彭○香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備取 12 林○帆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備取 13 羅○程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備取 14 張○凱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備取 15 鍾○如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備取 16 林○軒 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 

備取 17 蔡○成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備取 18 鄭○羽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備取 19 洪○翊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備取 20 李○濡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備取 21 李○玉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備取 22 劉○佐 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備取 23 林○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備取 24 李○佩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備取 25 劉○玉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