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冬山鄉立幼兒園及各分班招生登記錄取名單 
鄉立園-大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李○臻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1  

2 李○宇 一般生 正取 2  

鄉立園-中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闕   ○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正取 1  

鄉立園-小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蘇○翊 原住民幼兒 正取 1  

2 李○瑞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2  

3 簡○樂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3  

4 許○甯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4  

5 徐○丞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5  

6 林○芯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6  

7 林○潔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7  

8 林○譯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8  

9 李○恩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9  

10 游○羲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0  

11 蔡○希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1  

鄉立園-幼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羅○寓 中低收入戶子女 正取 1  

2 連○婷 原住民幼兒 正取 2  

3 邱○諶 原住民幼兒 正取 3  

4 歐○薇 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 正取 4  

5 林○羽 父母一方為外國或大陸籍之幼兒且家戶年所得 
低於 30 萬元以下者。 

正取 5  

6 連○睿 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 正取 6  

7 陳○旻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7  

8 何○昕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8  

9 楊○廷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9  

10 單○敏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10  

11 黃○妍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11  

12 李○沁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2  

13 莊○祐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3  

14 傅○妍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4  

15 郭○勛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5  

16 邱○俊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6  

17 黃○筑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7  

18 張○昕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8  

19 李○旭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9  

20 黃○恆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20  



鄉立園-幼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21 朱○玟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21  

22 蕭○余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22  

23 黎○袁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23  

24 黃○楷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24  

25 賴○鎧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25  

26 邱○恩 一般生 正取 26  

27 王○森 一般生 正取 27  

28 游○軒 一般生 正取 28  

29 李○誼 一般生 正取 29  

30 林○羽 一般生 正取 30  

31 賴○恩 一般生 正取 31  

32 劉○晴 一般生 正取 32  

33 鍾○岑 一般生 正取 33  

34 林○頤 一般生 正取 34  

35 鄭○妤 一般生 正取 35  

36 李○席 一般生 正取 36  

37 林○歆 一般生 正取 37  

38 陳○妘 一般生 正取 38  

39 王○脩 一般生 正取 39  

40 林○恩 一般生 正取 40  

41 陳○倫 一般生 正取 41  

42 吳○穎 一般生 正取 42  

43 劉○瑋 一般生 正取 43  

44 洪○呈 一般生 正取 44  

45 黃○翔 一般生 正取 45  

鄉立園第一階段：設籍本鄉:優先入園及一般入園報名登記時間（109/6/1~6/2）已截止。 

     大班-2 名登記報名全數錄取尚有出缺名額 2名。 

     中班-3 名登記報名扣除優先入園 1 名(餘 1 名額)，6/5 辦理公開抽籤正取 1名、備取 1名。 

     小班-26 名登記報名扣除優先入園 11 名(餘 4 名額) 6/5 辦理公開抽籤正取 4名、備取 11 名。 

     幼班-45 名登記報名全數錄取尚有出缺名額 3名。 

 ＊報名登記已逾名額部分不再辦理第二階段招生登記事宜。 

第二階段：設籍本縣報名登記時間（109/6/8 上午 9時起至下午 3時止）﹔請攜帶戶口名簿正本辦理報 

          名登記。 

＊第一階段公開抽籤時間:10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9：30 分起於冬山鄉公所三樓（第三會 

                       議室）請於 9 點 30 分前完成報到手續，倘若當日不克前來抽籤之家長，     

                       屆時將由長官代為抽籤。 

＊ 第一階段錄取報到日：10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上午 12 時止，因防疫期間今年

請家長以電話報到方式即可完成報到手續。 

＊鄉 立 園-03-9592479     中山分班-03-9586210     群英分班-03-9604668 

 

 

 

 



中山分班-大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李○嫙 一般生 正取 1  

中山分班-中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李○龍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1  

2 黃○昕 一般生 正取 2  

中山分班-小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蔡○祐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1  

2 林○彣 一般生 正取 2  

3 黃○媛 一般生 正取 3  

4 黃○妮 一般生 正取 4  

5 廖○玄 一般生 正取 5  

6 高○伶 一般生 正取 6  

7 黃○果 一般生 正取 7  

中山分班-幼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游○聖 原住民幼兒 正取 1  

2 李○祐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2  

3 孫○育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3  

4 沈○謙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4  

5 魏○昊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5  

6 張○祐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6  

7 范○晧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7  

8 黃○勻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8  

9 林○茵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9  

10 張○淮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10  

11 劉○希 一般生 正取 11  

12 賴○昇 一般生 正取 12  

13 楊○曈 一般生 正取 13  

14 游○甯 一般生 正取 14  

15 王○晨 一般生 正取 15  

16 陳○楷 一般生 正取 16  

17 陳○軒 一般生 正取 17  

中山分班第一階段：設籍本鄉:優先入園及一般入園報名登記時間（109/6/1~6/2）已截止。 

     大班-1 名登記報名全數錄取尚有出缺名額 4名。 

     中班-2 名登記報名全數錄取尚有出缺名額 7名。 

     小班-7 名登記報名全數錄取尚有出缺名額 4名。 

     幼班-17 名登記報名全數錄取尚有出缺名額 6名。 

第二階段：設籍本縣報名登記時間（109/6/8 上午 9時起至下午 3時止）﹔請攜帶戶口名簿正本辦理報 

          名登記。 

＊ 第一階段錄取報到日：10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上午 12 時止，因防疫期間今年

請家長以電話報到方式即可完成報到手續。 

＊鄉 立 園-03-9592479      中山分班-03-9586210     群英分班-03-9604668 



 

群英分班-大、中、小班（正取名單） 

編號 幼兒姓名 登記身分別 入園結果 備註 

1 邱○鴻 低收入戶子女 正取 1  

2 黃○佑 育三胎以上家庭之幼兒 正取 2  

3 楊○晨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3  

4 陳○希 當學年度家有兄姊就讀該校（園）之幼兒 正取 4  

群英分班第一階段：設籍本鄉:優先入園及一般入園報名登記時間（109/6/1~6/2）已截止。 

     大、中、小班-4 名登記報名全數錄取尚有出缺名額 11 名。 

第二階段：設籍本縣報名登記時間（109/6/8 上午 9時起至下午 3時止）﹔請攜帶戶口名簿正本辦理報 

          名登記。 

＊ 第一階段錄取報到日：10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上午 12 時止，因防疫期間今年

請家長以電話報到方式即可完成報到手續。 

＊鄉 立 園-03-9592479   中山分班-03-9586210     群英分班-03-9604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