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110年學前特殊教育學生幼小轉銜家長知能研習 

錄取名單公告 
 

                   

★注意事項★ 

1. 為保護個人資料，不公布錄取出席者全名，附註手機後三碼予以辨別；

請學校特教承辦人員自行查詢錄取名單，並協助轉知家長是否錄取。 

2. 研習資訊說明如下，敬請家長準時與會。 

 時間：110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8：30 開始報到 

 地點：本市北屯區軍功國小1樓綠野會議室(地址：臺中市北屯區 

      軍福十三路300號)。 

 聯絡電話：04-24370696轉772（聯絡人：許主任） 

 

3. 為讓家長專心聆聽研習內容及避免影響他人聽課權益，恕不提供托育

場地，不建議家長攜帶孩子出席。 

4. 若臨時因故無法前往者，請務必告知承辦學校，以便通知遞補人員參

加。 

5. 參加研習人員平日應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如有身體不適，如發燒、咳

嗽或明顯不舒服等症狀，請務必告知承辦學校以辦理請假手續；進入

研習地點前請配合校園防疫措施，另研習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 

 

 

 

 

 

 

 

 

 

 

 

  



臺中市110年學前特殊教育學生幼小轉銜家長知能研習錄取名單 

【研習日期：110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8：30 開始報到】 

編號 幼兒園名稱 
幼兒 

姓名 

出席者 

家長姓名 

手機 

後 3碼 
餐盒 備註 

1 上安國小附幼 王○靚 曹○婷、王○嘉 587、208 葷  

2 私立光明幼兒園 蘇○程 李○蓁 199 葷  

3 忠信國小附幼 廖○綸 廖○伸 270 葷  

4 豐田國小附幼 郭○華 陳○柔 321 葷  

5 至聖幼兒園 魏○宇 何○庭 889 葷  

6 聖彼得幼兒園 朱○安 林○恩 895 葷  

7 外埔國小附幼 柯○耀 柯○榛 630 葷  

8 培育幼兒園 劉○蓁 陳○嵐 114 葷  

9 石城國小附幼 劉○麟 張○昀 855 葷  

10 大勇國小附幼 黃○洵 顏○薇 782 葷  

11 文心國小附幼 洪○睿 陳○欣 075 葷  

12 東山國小附幼 陳○壇 王○晶 372 葷  

13 育賢非營利幼兒園 蔡○珊 吳○敏 319 葷  

14 五權非營利幼兒園 許○莎 許○豪 757 葷  

15 長億國小附幼 康○睿 吳○茹 316 葷  

16 豐原幼兒園豐圳分班 陳○彬 陳○瑮 725 葷  

17 瑞比特幼兒園 石○凱 李○蓉 922 葷  

18 豐原幼兒園豐圳分班 陳○翔 林○蘭 265 葷  

19 綠太陽幼兒園 賴○蓁 賴○豪 199、814 葷  

20 中華非營利幼兒園 陳○媗 葉○姿 552 葷  

21 中華非營利幼兒園 林○禾 王○雅、林○謙 055 葷  

22 國安國小附幼 廖○禎 李○榛 537 葷  

23 德化愛彌兒幼兒園 游○偉 林○盈 977 葷  

24 南區和平國小附幼 張○凱 張○揚 502 葷  



編號 幼兒園名稱 
幼兒 

姓名 

出席者 

家長姓名 

手機 

後 3碼 
餐盒 備註 

25 卡帕立人幼兒園 王○榛 黃○怡 168 葷  

26 三光非營利幼稚園 周○巧 施○香 603 葷  

27 來來幼兒園 楊○軒 楊○興 208 葷  

28 大坑國小附幼 卓○陽 黃○寧 466 葷  

29 忠孝國小附幼 邱○喬 邱○星 776 葷  

30 忠孝國小附幼 李○勳 王○婷 798 葷  

31 東峰幼兒園 蔡○涔 蔡○偉 006 葷  

32 天津幼兒園 林○蓁 林○君 929 葷  

33 泰安國小附幼 李○華 李○隆 149 葷  

34 中教大實小幼兒園 許○家 許○婷 896 葷  

35 小鳥幼兒園 盧○霖 盧○成 975 葷  

36 霧峰幼兒園四德分班 羅○芯 鍾○欽 788 葷  

37 烏日國小附幼 楊○晴 謝○娟 601 葷  

38 牛頓幼兒園 劉○希 林○汝 010 葷  

39 梧棲區中正國小附幼 陳○宇 洪○毓 983 葷  

40 南屯國小附幼 何○羲 張○茹 915 葷  

41 梧棲幼兒園 杜○霏 杜○男 767 葷  

42 梧棲幼兒園 陳○順 陳○碩 395 葷  

43 東勢國小附幼 王○泓 張○宜 289 葷  

44 僑忠國小附幼 林○鋕 蔡○棻 859 葷  

45 東光國小附幼 吳○婷 吳○穎 759 葷  

46 潭子區新興國小附幼 林○閑 林○雲 788 葷  

47 臺中國小附幼 張○翊 蔡○稜、張○綸 919 葷  

48 潭子幼兒園 林○輝 洪○純 585 葷  

49 新佳育幼兒園 全○豊 鐘○汝 696 素  

50 車籠埔國小附幼 洪○芯 趙○玉 655 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