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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諮詢服務時間： 
每週一至五 
早上9:00~12:00 
下午14:00~17:00  

線上報名或取消報名 

線上報名期限已到期，不再提供線上報名。 

線上報名需經開課單位確認通過後，才會真正扣除報名餘額。 
編號先後以「處理狀態」及「報名時間」之順位排序。 

順位一以（審核通過）（備取）（審核不通過）（待審核）順序排序；順位二依「報名時間」排序。 

線上報名或取消報名 

CourseID 1666477

課程名稱 103年度宜蘭縣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執行成果發表會 暨申請104年度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輔導訪視說明會

課程開始日期 2014/11/14

線上報名期限 2014/10/28   起至  2014/11/12  為止

線上報名餘額 14

編號 已報名學員姓名 性別 服務學校 職位類別 處理狀態 報名時間

1 賴素娥 女 宜蘭縣 縣立岳明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3 07:58:55

2 王定中 男 宜蘭縣 縣立頭城國中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3 07:59:53

3 向孟浩 男 宜蘭縣 縣立育英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3 08:05:09

4 陳亮瑋 男 宜蘭縣 縣立柯林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3 08:35:32

5 吳冠薇 女 宜蘭縣 縣立龍潭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3 14:00:52

6 劉建成 男 宜蘭縣 縣立七賢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4 12:00:39

7 石遠謀 男 宜蘭縣 縣立力行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5 08:11:48

8 簡麗華 女 宜蘭縣 縣立育才國小 行政職員 審核通過 2014/11/05 12:25:43

9 陳政宏 男 宜蘭縣 縣立碧候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6 14:37:10

10 黃建榮 男 宜蘭縣 縣立岳明國小 校長 審核通過 2014/11/06 16:17:13

11 張煇志 男 宜蘭縣 縣立蘇澳國中 校長 審核通過 2014/11/06 17:18:28

12 李進修 男 宜蘭縣 縣立蓬萊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6 22:18:37

13 林澤豐 男 宜蘭縣 縣立大福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7 09:44:29

14 丁進添 男 宜蘭縣 縣立蓬萊國小 校長 審核通過 2014/11/07 09:47:34

15 林吟霞 女 宜蘭縣 縣立憲明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07 13:50:01

16 湯譜生 男 宜蘭縣 縣立慈心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組長 審核通過 2014/11/08 10:44:29

17 傅偉 男 宜蘭縣 縣立員山國中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10 13:29:29

18 林芳玉 女 宜蘭縣 縣立利澤國中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10 13:39:26

19 鐘文誠 男 宜蘭縣 縣立利澤國中 行政職員 審核通過 2014/11/10 14:44:30

20 張志弘 男 宜蘭縣 縣立南安國小 校長 審核通過 2014/11/11 14:45:00

21 林于勛 男 宜蘭縣 縣立羅東國小 組長 審核通過 2014/11/11 19:37:39

22 楊耀東 男 宜蘭縣 縣立南山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12 07:04:33

23 游世民 男 宜蘭縣 縣立文化國中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12 10:29:18

24 賴奕綾 女 宜蘭縣 縣立慈心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兼任教師 審核通過 2014/11/12 12:21:21

25 陳孟君 女 宜蘭縣 縣立竹林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12 14:14:26

26 黃國禎 男 宜蘭縣 縣立大溪國小 主任 審核通過 2014/11/12 16: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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