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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8 學年度學習扶助 

國中小非現職教師研習 

學員名冊 

A組(國小: 國語科)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光華國小 A01吳瑞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龍源國小 A02張崇怡 逢甲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楊梅國小 A03陳月英  淡江大學 國小: 國語科 

瑞梅國小 A04劉慧琴 輔仁大學 國小: 國語科 

瑞梅國小 A05呂栴萱  致理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百吉國小 A06邱翠英 中央大學 國小: 國語科 

百吉國小 A07莊慈雯  明新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潮音國小 A08蕭慧君  空中大學 國小: 國語科 

笨港國小 A09郭淑女  逢甲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員樹林國小 A10謝靜如  中原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員樹林國小 A11張詩婷  台灣師範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員樹林國小 A12許秀芝  輔仁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復旦國小 A13李宜娟  和春技術學院 國小: 國語科 

富林國小 A14林原臣 元智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普仁國小 A15李月滿  空中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普仁國小 A16游鳳瑜 新竹高商 國小: 國語科 

普仁國小 A17游鳳琪  南亞二技 國小: 國語科 

新明國小 A18 翁宛孺 萬能科大二技 國小: 國語科 

新明國小 A19陳定宜  中國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新明國小 A20閻佳慈 台北教育大學 國小: 國語科 



 

2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林森國小 A21歐寀沄  空中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大竹國小 A22劉淑梅 新埔工專 國小: 國語科 

自立國小 A23殷端徽  萬能科大 國小: 國語科 

自立國小 A24黃欣怡  大湖農工 國小: 國語科 

自立國小 A25趙佩玲 南亞技術學院 國小: 國語科 

自立國小 A26關美芳  空中大學 國小: 國語科 

自立國小 A27李信宣  清雲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自立國小 A28紀俊偉 台北工專二技 國小: 國語科 

信義國小 A29黃莉媖  空中大學 國小: 國語科 

龍潭國小 A30阮清心 永平工商 國小: 國語科 

埔頂國小 A31阮金線 越南教育大學 國小: 國語科 

觀音國小 A32林美珠 南亞技術學院 國小: 國語科 

南崁國小 A33鄭馨蓮  胡志明市半公立開放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新路國小 A34李復婷 清華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新榮國小 A35李明彥  南開科大 國小: 國語科 

后厝國小 A36徐惠英 萬能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后厝國小 A37陳姵榛  清雲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社子國小 A38吳俊男  台東師院 國小: 國語科 

大崗國中 A39連碧鸞  越南師範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幸福國小 A40王建鈞  世新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幸福國小 A41干嘉麗  元智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幸福國小 A42簡志遠  師範大學 國小: 國語科 

高原國小 A43劉祐蓉  屏東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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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蘆竹國小 A44蔡秉原 台北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楊光國中小 A45曹蕙如  弘光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中原國小 A46鄭郁璇   台北大學 國小: 國語科 

中原國小 A47吳純慧  文化大學 國小: 國語科 

中原國小 A48許欣芬  育達技術學院 國小: 國語科 

中原國小 A49陳映羽  新竹教育大學 國小: 國語科 

中原國小 A50張秀梅 健行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中原國小 A51簡月女  中國工商 國小: 國語科 

中原國小 A52洪尉翔 台中教育大學 國小: 國語科 

茄苳國小 A53阮瑞玲  越南高中 國小: 國語科 

祥安國小 A54彭亭瑄  東吳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大園國小 A55 張沛瑜 真理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文山國小 A56林季沛 台南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文山國小 A57謝汶均  台東大學 國小: 國語科 

美華國小 A58華乃萱 清雲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南美國小 A59陳美君  嘉南藥理大學 國小: 國語科 

龍岡國小 A60陳玉芳  政戰學校 國小: 國語科 

宋屋國小 A61黃柳喬 朝陽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忠福國小 A62陳若綺 銘傳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忠福國小 A63曾宥鈞 台北教育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忠福國小 A64章慧芳 朝陽科技大學 國小: 國語科 

忠福國小 A65沈清芳 越南開放大學 國小: 國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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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國小: 數學科)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高榮國小 B01張美鳳  中央大學 國小:數學科 

同安國小 B02陳姵蓉 花蓮師院 國小: 數學科 

同安國小 B03吳鈺婕 台北體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楊心國小 B04鍾沛妤 交通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快樂國小 B05黃佳蓓  興國管理學院 國小: 數學科 

龜山國小 B06鄧郁景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國小:數學科 

華勛國小 B07 李建邦 中正理工學院 國小: 數學科 

華勛國小 B08王弘光  高雄醫學大學 國小: 數學科 

華勛國小 B09姜之琪 健行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華勛國小 B10余嘉菁  南亞工專 國小: 數學科 

內壢國小 B11 彭湘瑜 清雲科技大學 國小:數學科 

內壢國小 B12許明郁  清雲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中興國小 B13陳淑娟 南華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中興國小 B14劉怡君 東海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中興國小 B15吳林翰  萬能大學 國小: 數學科 

蚵間國小 B16温秀芳 中原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北勢國小 B17莊淑慧 台北護理學院 國小: 數學科 

北勢國小 B18黃宛靜  花蓮師院 國小: 數學科 

北勢國小 B19 陳思妤 實踐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北勢國小 B20曾琬淳 南亞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南勢國小 B21陳秋樺 彰化師範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元生國小 B22劉濬海 朝陽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5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元生國小 B23曾芷筠  台中教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元生國小 B24 郭貞伶 景文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大同國小 B25鄭鈞云 曼徹普立敦大學 國小:數學科 

大同國小 B26温妙慈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國小: 數學科 

大同國小 B27江雅惠  體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大同國小 B28林鷹平  南亞技術學院 國小: 數學科 

竹圍國小 B29魏玉薇  萬能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竹圍國小 B30陳蔓青 嘉義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大溪國小 B31洪育萍 台灣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大溪國小 B32葉  旻  佛光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新明國小 B33許婷淇 萬能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新明國小 B34林祐邦           中原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新明國小 B35胡智惠  新竹教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上大國小 B36林岱儀 台灣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新路國小 B37謝雅如  亞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美華國小 B38王美玲 空中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普仁國小 B39林明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普仁國小 B40賴佩伶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普仁國小 B41洪月萍 大漢專校 國小: 數學科 

普仁國小 B42簡宜菁 清雲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南美國小 B43 何明芳 體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南美國小 B44陳明枝 台北教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武漢國小 B45陳美珍 空中商專 國小: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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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武漢國小 B46 余連桂 國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龍岡國小 B47連羿宣  台北教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龍岡國小 B48趙傳哲 嘉義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復旦國小 B49陳杏如 萬能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東勢國小 B50 闕麗菁 空中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宋屋國小 B51呂美惠  國北教育大學 國小: 數學科 

興仁國小 B52黃偉芬 中原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北勢國小 B53黃婉榆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北勢國小 B54張惠如 明新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崙坪國小 B55張士茵 南亞技術學院 國小: 數學科 

崙坪國小 B56黃雅琴  東吳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仁善國小 B57 劉穗玲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國小: 數學科 

仁和國小 B58鄭梅子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國小: 數學科 

祥安國小 B59彭胤慈 中國文化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忠福國小 B60 林郁婷 中原大學 國小: 數學科 

忠福國小 B61徐秀蓉 海洋大學 國小: 數學科 

瑞梅國小 B62許靜茹 中原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中原國小 B63陳翠萍 環球科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中原國小 B64林素女 成功大學 國小: 數學科 

中原國小 B65黎雅娟 英國紐卡所大學 國小: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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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組(國小: 英文科)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新明國小         C01 徐瑞芳 健行科技大學 國小: 英語科 

新明國小 C02邱亞函  銘傳大學 國小: 英語科 

新明國小 C03許如婷 政治大學 國小: 英語科 

員樹林國小            C04廖若梅 南亞技術學院 國小: 英語科 

員樹林國小 C05 范美雲 健行科技大學 國小: 英語科 

錦興國小 C06呂羿蓁 開南大學 國小: 英語科 

蚵間國小            C07藍晟碩 長庚大學 國小: 英語科 

竹圍國小 C08黃緗惠  台北大學 國小: 英語科 

竹圍國小 C09黃佩云 醒吾技術學院 國小: 英語科 

竹圍國小            C10 張聖佳 台北藝術大學 國小: 英語科 

石門國小 C11莊可欣  中正大學 國小: 英語科 

石門國小 C12李國蘭  元智大學 國小: 英語科 

新路國小            C13李復婷  清華大學 國小: 英語科 

信義國小 C14羅尹程 東海大學 國小: 英語科 

新屋國小 C15林姿妤  嘉義大學 國小: 英語科 

新屋國小 C16邱盈慈 南亞技術學院 國小: 英語科 

新屋國小 C17徐良甄  淡江大學 國小: 英語科 

新屋國小 C18許鈺伶  文藻外語學院 國小: 英語科 

百吉國小 C19賴艾純 致理技術學院 國小: 英語科 

復旦國小 C20許恆瑜  清雲科技學院 國小: 英語科 

富林國小 C21蔡瓊玉 中華大學 國小: 英語科 

中原國小 C22蘇于純 空中大學 國小: 英語科 

同安國小 C23蔡嘉哲  逢甲大學 國小: 英語科 

大溪國小 C24陳映筑 東海大學 國小: 英語科 

美華國小 C25洪雪梅 中興大學 國小: 英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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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組(國中: 國文科)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過嶺國中 D01林承澔  中央大學 國中: 國文科 

過嶺國中 D02郭于瑄 高雄師範大學 國中: 國文科 

大溪國中 D03黃鳳敏  南亞技術學院 國中: 國文科 

大溪國中 D04范曜顯  彰化師範大學 國中: 國文科 

大崙國中 D05江元安  台灣師範大學 國中: 國文科 

大崙國中 D06張雅琳  台灣師範大學 國中: 國文科 

新明國中 D07 歐陽良貞 中央大學 國中: 國文科 

忠福國小 D08邱郁馨  高雄師範大學 國中: 國文科 
 

中原國小 D09趙怡斐  元智大學 國中: 國文科 

南勢國小 D10阮毓甯  郵電及資訊科技中專學校 國中: 國文科 

東安國小 D11高曉玲  萬能科技大學 國中: 國文科 

東安國小 D12楊靜儀 體育大學 國中: 國文科 

潛龍國小 D13李芷庭  世新大學 國中: 國文科 

自強國中 D14阮氏梅英 其他教學人員 國中: 國文科 

新屋國小 D15羅金珠  中央大學 國中: 國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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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組(國中: 數學科)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自強國中 E01郭庭嫣 彰化師範大學 國中: 數學科 

自強國中 E02狄宇庭 中原大學 國中: 數學科 

中壢國中 E03楊淳安 中央大學 國中: 數學科 

中壢國中 E04邱靖茹 高雄師範大學 國中: 數學科 

同德國中 E05吳仕翎 中興大學 國中: 數學科 

大勇國小 E06莊千慧 台北教育大學 國中: 數學科 

大勇國小 E07李昕宸 台南大學 國中:數學科 

大勇國小 E08徐紫筠 靜宜大學 國中: 數學科 

空中大學 E09楊于萱 空中大學 國中: 數學科 

空中大學 E10岳家瑜 空中大學 國中: 數學科 

大崗國中 E11黃怡臻 台北大學 國中: 數學科 

過嶺國中 E12邱家芝 銘傳大學 國中: 數學科 

新明國中 E13詹志平 彰化師範大學 國中: 數學科 

東安國小 E14胡溦珊 清華大學 國中: 數學科 

潛龍國小 E15李子涵 台中科技大學 國中: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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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組(國中: 英語科)  

填報學校 姓名 就讀學校 選修科目 

東安國小 F01黃文玲 虎尾科技大學 國中: 英語科 

平興國小 F02張詠晴 東吳大學 國中: 英語科 

文昌國中 F03幸緹萱 體育大學 國中: 英語科 

文昌國中 F04江敏嘉 體育大學 國中: 英語科 

中原國小 F05王  薔 清華大學 國中: 英語科 

中原國小 F06遲詠心 台中教育大學 國中: 英語科 

過嶺國中 F07丁鈺玲 崇右科技大學 國中: 英語科 

文山國小 F08 馬志蘋 元智大學 國中: 英語科 

新屋國小 F09蕭銘美 龍華科技大學 國中: 英語科 

過嶺國中 F10李佳霓 中央大學 國中: 英語科 

大崙國中 F11 許譯丰 匹茲堡州立大學 國中: 英語科 

新明國中 F12楊朝安 中原大學 國中: 英語科 

潛龍國小 F13游晴方 新竹教育大學 國中: 英語科 

自強國中 F14許芳慈 中原大學 國中: 英語科 

空中大學 F15于文平 淡水工專 國中: 英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