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與適性教學應用論壇_錄取名單 

編號 縣市 學校/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用餐情形 

1 基隆市 中華國小 陳○宏 主任 葷 

2 基隆市 港西國小 羅○真 教師 不用餐 

3 基隆市 武崙國小 楊○祥 校長 葷 

4 臺北市 百齡高中 余○華 主任 葷 

5 臺北市 百齡高中 陳○勝 組長 葷 

6 臺北市 蘭雅國中 林○清 主任 葷 

7 臺北市 仁愛國中 曾○龍 校長 素 

8 臺北市 仁愛國中 李○惠 主任 葷 

9 臺北市 金華國小 曾○富 校長 葷 

10 臺北市 師大附中國中部 吉○慈 主任 葷 

11 臺北市 國北教大實小 陳○卿 教師 素 

12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翁○瑩慈 學生 葷 

13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潘○輝 兼任講師 葷 

14 臺北市 北市大附小 陳○君 組長 葷 

15 臺北市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邱○綸 推廣服務專案經理 不用餐 

16 臺北市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余○學 專案經理 不用餐 

17 臺北市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楊○瑾 組長 葷 

18 臺北市 明湖國小 林○米 組長 葷 



 

19 臺北市 麗湖國小 陳○年 系管師 葷 

20 臺北市 景興國中 許○塵 主任 葷 

21 臺北市 永吉國中 陳○棻 組長 素 

22 臺北市 博愛國小 林○婷 教師 素 

23 臺北市 博愛國小 吳○倫 教師 葷 

24 臺北市 南港國小 李○慧 教師 素 

25 臺北市 南港國小 林○姬 教師 葷 

26 臺北市 南港國小 莊○玫 教師 葷 

27 臺北市 南港國小 翁○暄 教師 葷 

28 臺北市 舊莊國小 林○菁 校長 素 

29 臺北市 大理國小 張○奇 組長 葷 

30 臺北市 大理國小 楊○焱 主任 葷 

31 臺北市 大理國小 張○芬 校長 素 

32 臺北市 輔仁大學 陳○雯 學生 葷 

33 新北市 米倉國小 蔡○玲 主任 素 

34 新北市 和平國小 席○維 主任 素 

35 新北市 秀峰高中 詹○鋒 主任 葷 

36 新北市 保長國小 程○民 主任 葷 

37 新北市 大觀國小 吳○銘 校長 葷 

38 新北市 文聖國小 辛○芝 組長 不用餐 



 

39 新北市 文德國小 孫○婷 教師 葷 

40 新北市 江翠國中 梁○明 校長 葷 

41 新北市 私立光仁中學 黃○琪 主任 葷 

42 新北市 重慶國中 蔡○旻 教師 素 

43 新北市 海山國小 吳○福 組長 葷 

44 新北市 私立醒吾高中 曾○宗 主任 葷 

45 新北市 興福國小 張○婷 教師 素 

46 新北市 金山高中 鍾○倫 教師 葷 

47 新北市 義學國小 王○梅 教師 葷 

48 新北市 竹圍國小 陳○玲 教師 葷 

49 新北市 北新國小 林○岳 教師 葷 

50 新北市 直潭國小 吳○文 校長 素 

51 新北市 崇光中學 王○琦 組長 葷 

52 新北市 新和國小 潘○卿 教師 素 

53 新北市 新和國小 王○君 教師 素 

54 新北市 新店國小 鄭○內 教師 素 

55 新北市 雙峰國小 趙○彬 教師 葷 

56 新北市 九份國小 郭○慶 主任 素 

57 新北市 瑞芳國小 郭○軒 教師 葷 

58 新北市 瑞芳國小 張○云 教師 葷 



 

59 新北市 蘆洲國小 蔡○穎 組長 葷 

60 桃園市 菓林國小 馮○君 教師 素 

61 桃園市 仁和國小 黃○瑄 專任人力 葷 

62 桃園市 東興國中 洪○懋 教師 葷 

63 桃園市 中原國小 葉○志 主任 葷 

64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曾○瑋 助理 葷 

65 桃園市 普仁國小 張○祥 主任 葷 

66 桃園市 華勛國小 劉○文 主任 葷 

67 桃園市 平興國小 彭○宜 校長 葷 

68 桃園市 平興國小 羅○綺 教師 葷 

69 桃園市 大有國小 洪○欣 主任 葷 

70 桃園市 文山國小 江○鳳 校長 葷 

71 桃園市 文山國小 陳○叡 主任 葷 

72 桃園市 文山國小 孫○國 主任 葷 

73 桃園市 同德國小 張○芬 主任 葷 

74 桃園市 成功國小 吳○幸 主任 葷 

75 桃園市 快樂國小 趙○婷 組長 不用餐 

76 桃園市 教育局 巫○妮 科長 葷 

77 桃園市 莊敬國小 張○如 教師 葷 

78 桃園市 介壽國小 黃○學 主任 葷 



 

79 桃園市 介壽國小 宋○麗 校長 葷 

80 桃園市 介壽國小 游○雯 組長 葷 

81 桃園市 介壽國中 陳○升 教師 素 

82 桃園市 南美國小 鄭○琳 主任 葷 

83 桃園市 樂善國小 簡○娟 校長 葷 

84 桃園市 樂善國小 許○珍 教師 葷 

85 桃園市 樂善國小 李○儒 教師 葷 

86 桃園市 南崁國小 黃○孝 校長 葷 

87 新竹市 南寮國小 劉○娟 主任 葷 

88 新竹市 南寮國小 林○瑾 教師 葷 

89 新竹市 教育處 蕭○玲 教師' 葷 

90 新竹市 青草湖國小 江○正 組長 葷 

91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 陳○旻 助理 葷 

92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 魏○惠 助理 葷 

93 新竹市 教育處 陳○莉 專任輔導員 素 

94 新竹市 虎林國小 謝○均 組長 葷 

95 新竹市 茄苳國小 張○慈 教師 葷 

96 新竹市 高峰國小 劉○欣 校長 葷 

97 新竹市 教育網路中心 蔡○緩 教師 葷 

98 新竹縣 麻園國小 蔡○萱 校長 葷 



 

99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郭○隆 候用校長 葷 

100 新竹縣 福興國小 鍾○賜 校長 葷 

101 苗栗縣 南湖國中 徐○雲 校長 葷 

102 苗栗縣 南湖國中 邱○方 主任 葷 

103 苗栗縣 同光國小 羅○瑩 主任 葷 

104 苗栗縣 同光國小 張○源 校長 葷 

105 苗栗縣 後龍國小 彭○柔 助理 葷 

106 苗栗縣 後龍國小 林○芳 組長 葷 

107 苗栗縣 中山國小 廖○章 主任 葷 

108 苗栗縣 教育處 廖○棊 課程督學 葷 

109 苗栗縣 新埔國小 吳○宗 組長 葷 

110 苗栗縣 新埔國小 王○華 校長 葷 

111 臺中市 德化國小 王○仁 主任 葷 

112 臺中市 私立僑泰高中 李○銀 組長 葷 

113 臺中市 三和國小 何○伶 校長 葷 

114 臺中市 三和國小 張○祺 組長 葷 

115 臺中市 大雅國小 詹○婷 主任 葷 

116 臺中市 北屯國小 葉○源 主任 葷 

117 臺中市 松竹國小 黄○昆 校長 葷 

118 臺中市 葳格高中 黃○睿 教師 葷 



 

119 臺中市 僑孝國小 游○祥 校長 葷 

120 臺中市 僑孝國小 陳○煜 主任 葷 

121 臺中市 僑孝國小 陳○峻 教師 葷 

122 臺中市 中教大實小 楊○慶 主任 葷 

123 臺中市 中教大實小 蘇○鳳 主任 葷 

124 臺中市 大鵬國小 陳○凱 組長 素 

125 臺中市 永安國小 陳○姿 校長 葷 

126 臺中市 光明國中 林○瑩 主任 葷 

127 臺中市 居仁國中 陳○玲 主任 素 

128 臺中市 忠孝國小 俞○晴 主任 葷 

129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樺 助理 葷 

130 臺中市 公明國中 莊○汝 教師 葷 

131 臺中市 公明國中 黃○斌 教師 葷 

132 臺中市 大智國小 鄭○和 組長 葷 

133 臺中市 惠文高中國中部 陳○帆 組長 葷 

134 臺中市 九德國小 廖○秀 教師 葷 

135 臺中市 潭陽國小 黃○蘭 教師 葷 

136 臺中市 翁子國小 楊○榮 主任 葷 

137 臺中市 豐田國小 羅○凱 組長 葷 

138 臺中市 光復國中小 游○育 組長 葷 



 

139 彰化縣 田中國小 王○鑫 主任 葷 

140 彰化縣 和東國小 謝○宇 主任 葷 

141 彰化縣 寶山國小 林○煌 主任 葷 

142 彰化縣 三春國小 黃○豪 組長 葷 

143 彰化縣 草湖國中 郭○良 教師 葷 

144 彰化縣 東山國小 李○勳 校長 素 

145 彰化縣 東山國小 賴○婉 主任 素 

146 彰化縣 靜修國小 劉○智 教師 葷 

147 彰化縣 靜修國小 劉○聲 教師 葷 

148 彰化縣 梧鳳國小 張○萍 主任 葷 

149 彰化縣 梧鳳國小 蕭○玲 組長 素 

150 彰化縣 梧鳳國小 張○淨 教師 葷 

151 彰化縣 成功國小 邱○彰 主任 葷 

152 彰化縣 僑義國小 邱○嘉 主任 葷 

153 彰化縣 快官國小 陳○倩 主任 葷 

154 彰化縣 快官國小 楊○富 校長 葷 

155 彰化縣 彰興國中 陳○盈 教師 葷 

156 彰化縣 德興國小 楊○娟 校長 葷 

157 南投縣 名崗國小 蔡○華 主任 葷 

158 南投縣 瑞竹國中 劉○彥 校長 葷 



 

159 南投縣 南投國小 陳○倫 組長 葷 

160 南投縣 南投國小 陳○維 主任 葷 

161 南投縣 營盤國小 簡○萍 組長 葷 

162 南投縣 中峰國小 洪○霞 組長 葷 

163 南投縣 中峰國小 陳○達 校長 素 

164 南投縣 南光國小 林○德 校長 葷 

165 南投縣 溪南國小 吳○ 教師 不用餐 

166 南投縣 虎山國小 陳○旻 教師 葷 

167 南投縣 草屯國小 王○彬 組長 葷 

168 南投縣 國姓國小 高○喬 組長 素 

169 南投縣 明潭國小 張○媛 校長 葷 

170 雲林縣 二崙國中 顏○宏 主任 葷 

171 雲林縣 馬光國小 林○嘉 主任 素 

172 雲林縣 馬光國中 趙○儒 主任 葷 

173 雲林縣 鎮東國小 郭○洲 教師 素 

174 雲林縣 文正國小 陳○曜 校長 葷 

175 雲林縣 水燦林國小 陳○綺 教師 葷 

176 雲林縣 龍潭國小 黃○韋 教師 葷 

177 雲林縣 虎尾國中 林○欽 教師 葷 

178 雲林縣 莿桐國中 廖○菊 教師 葷 



 

179 嘉義市 北園國小 吳○頴 校長 素 

180 嘉義市 宣信國小 王○志 主任 葷 

181 嘉義市 教育網路中心 方○琇 助理 葷 

182 嘉義市 精忠國小 蔡○陵 主任 素 

183 嘉義縣 平林國小 葉○欣 教師 葷 

184 嘉義縣 南靖國小 劉○君 主任 葷 

185 嘉義縣 港墘國小 蔡○儒 主任 葷 

186 嘉義縣 柳溝國小 李○惠 校長 葷 

187 嘉義縣 義竹國小 黃○喻 專任人力 葷 

188 嘉義縣 義竹國小 翁○欣 主任 葷 

189 嘉義縣 義竹國小 蔡○名 校長 葷 

190 臺南市 七股國小 蔡○慈 教師 葷 

191 臺南市 樹林國小 韋○麗 教師 葷 

192 臺南市 教育局資訊中心 許○琇 組員 葷 

193 臺南市 五王國小 林○玲 教師 葷 

194 臺南市 官田國小 曾○珠 主任 葷 

195 臺南市 東光國小 林○川 主任 葷 

196 臺南市 崇明國中 李○珍 組長 葷 

197 臺南市 善化國中 曾○育 主任 葷 

198 高雄市 河濱國小 洪○慶 主任 不用餐 



 

199 高雄市 獅湖國小 藍○宏 組長 葷 

200 高雄市 獅湖國小 許○佑 教師 素 

201 高雄市 大樹國小 雲○維 校長 素 

202 高雄市 大樹國小 黃○倩 教師 葷 

203 高雄市 龍目國小 楊○達 主任 葷 

204 高雄市 新威國小 連○宜 資訊執秘 葷 

205 高雄市 岡山國小 黃○仁 教師 葷 

206 高雄市 瑞祥國小 黃○瑜 教師 葷 

207 高雄市 瑞祥國小 洪○櫻 教師 素 

208 高雄市 旗津國中 蔡○靜 主任 葷 

209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方○雅 教授 葷 

210 高雄市 教育局 林○玄 專任人力 葷 

211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附中 林○成 組長 葷 

212 高雄市 南成國小 莊○仁 組長 葷 

213 高雄市 鳳邑赤山文史工作室 鄭○乾 負責人 葷 

214 高雄市 橋頭國小 鄭○君 教師 葷 

215 屏東縣 民生國小 陳○傑 教師 葷 

216 屏東縣 屏大附小 葉○偉 校長 葷 

217 屏東縣 赤山國小 陳○萱 組長 葷 

218 宜蘭縣 光復國小 蔡○翰 教師 葷 



 

219 宜蘭縣 光復國小 吳○玲 教師 葷 

220 宜蘭縣 新生國小 林○群 教師 葷 

221 宜蘭縣 新生國小 林○雄 教師 葷 

222 宜蘭縣 新生國小 陳○俊 校長 葷 

223 宜蘭縣 新生國小 李○萍 教師 葷 

224 宜蘭縣 蘇澳國小 王○芳 教師 素 

225 花蓮縣 東華附小 王○鴻 教師 葷 

226 花蓮縣 教育處 俞○恒 專任人力 葷 

227 花蓮縣 復興國小 曾○基 教師 葷 

228 花蓮縣 復興國小 許○玲 主任 葷 

229 花蓮縣 西林國小 郭○禎 教師 葷 

230 花蓮縣 馬遠國小 徐○勇 組長 葷 

231 臺東縣 新生國小 劉○青 教師 葷 

232 臺東縣 初鹿國中 黃○如 主任 葷 

233 臺東縣 馬蘭國小 施○惠 主任 素 

234 臺東縣 康樂國小 曾○瑜 教師 葷 

235 臺東縣 康樂國小 陳○穎 專任人力 葷 

236 臺東縣 新生國小 朱○美 組長 素 

237 金門縣 何浦國小 陳○ 主任 不用餐 

238 金門縣 賢庵國小 施○綾 組長 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