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所

教甄榮耀名單》

109 學年度
廖俊瑋(98 級): 國立師大附中

107 學年度
許淵翔(103 級):107 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聯合教師甄選-地球科學科正取第 1 名(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李孟茵(碩 104 畢):
107 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國立斗六高中)-地理科正取第 2 名
107 學年度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聯合甄選(雙溪高中)-地理科正取第 1 名
莊怡倫(碩 101 畢):中正預校(國中部)

105 學年度
許博文(96 級):新北市光榮國中
蕭惠娟(碩 98 畢):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藍冠麟(100 級,環碩 103 畢):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許韶惠(100 級):國立鳳山高中
林惟揚(101 級):新北市重慶國中

104 學年度
吳致甄(94 級):新北市三民高中
徐崇豪(95 級、教碩班 100 入學):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何美璇(96 級):國立新竹實驗高級中學
洪挺晏(96 級):國立師大附中
劉偉嫺(96 級):國立陽明高中
李思璇(98 級):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范馨芳(99 級):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彭怡婷(99 級):新北市秀峰高中
蘇暐玲(99 級):南投縣鹿谷國中
吳姿諭(100 級):桃園市立龍岡國中
侯言蓉(100 級):新北市立新埔國中
林尹茹(101 級):桃園市立青埔國中
林晉緯(101 級、地碩 102 入學):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虞智淇(102 級):桃園市立龍岡國中
許倍瑜(102 級):雲林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
徐昱真(102 級):桃園市大竹國中-輔導科
陳建良(地碩 96 入學):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余佳樺(地碩 99 入學):新北市光復高中



103 學年度
林怡秀、李洛鈴(97 級):國立臺中一中
湯志偉(地碩 95 入學):國立高雄女中
賴淑媛(97 級、地碩 98 入學):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中
江其叡(97 級):中正預校
周怡秀(99 級):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鍾一良(99 級):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蔡威立(地碩 94 入學):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林裕恆(97 級):國立金門高中
洪元隆 (97 級):彰化縣芬園國中
陳柏岑(97 級):彰化縣原斗國中
姚景襦(99 級):新北市蘆州國中
李佩茹(100 級):高雄市大樹國中
林佳儀(101 級):高雄市左營國中






102 學年度
鄒怡婉(96 級，碩 99 入學)：高雄市前鎮高中
李洛鈴(97 級)：台南市北門高中
陳囿而(94 級，碩 95 入學)：苗栗縣公館國中
陳曉玫(101 級)：彰化縣萬興國中
王麗萍(100 級)：高雄市嘉興國中
侯曉潔(99 級)：臺北市民族國中
鄒舒為(99 級)：台東縣新港國中
張聿筑(張育瑄)(99 級)：臺北市東湖國中
廖依帆(99 級)：新北市瑞芳國中
陳帷姍(98 級)：桃園縣大園國中


101 學年度
碩士班 莊婉君 台南市 台南二中
碩士班 吳政霖 高雄市 中正預校
碩士班 馮玉芳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碩士班 賴秋華 高雄市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高級中學
95 級 翁螢朱 台南市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碩士班 陳彥谷 高雄市 正興國中
93 級 曾英惠 臺北市 八里國中
97 級 吳岳勳 屏東縣 恆春國中
97 級 林宜葶 宜蘭縣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
98 級 洪暉琇 新北市 育林國中
98 級 王啟宇 台南市 大成國中
98 級 尤志帆 台東縣 知本國中


100 學年度
碩士班(97 畢) 游鐘緯 桃園市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碩士班(98 畢) 吳政霖 台中市 衛道高級中學
碩士班(99 畢) 黃依凡 臺北市 金山高級中學
97 級 許明坤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98 級 陳君豪 嘉義縣 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98 級 王啟宇 台中市 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98 級 廖俊瑋 彰化縣 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桃園縣 縣立大溪高級中學
99 級 洪佩鈺 台中市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97 級 高于倩 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
97 級 蔡芃郁 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臺北市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97 級 張明典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民中學
98 級 徐艾平 國民中學教師甄選
98 級 黃曼菁 國民中學教師甄選







99 學年度
97 級(碩 99 入學) 賴秋華 台中市 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95 級(碩 98 入學) 李振豪 南投縣 普台高級中學
碩士班(93 畢) 王靖茹 台中市 文華高級中學
91 級 蔡雨汝 臺北市 大同高級中學
92 級 程詩瑋 台南市 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96 級 郭馥瑯 高雄市 中山高級中學
97 級 李洛鈴 台南市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97 級(碩 99 入學) 賴秋華 台中市 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95 級(碩 98 入學) 李振豪 南投縣 普台高級中學
碩士班(93 畢) 王靖茹 台中市 文華高級中學
91 級 蔡雨汝 臺北市 大同高級中學
92 級 程詩瑋 台南市 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96 級 郭馥瑯 高雄市 中山高級中學
97 級 李洛鈴 台南市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97 級 陳珮淇 臺北市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