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屬學校 姓名 職稱
大觀國中 蔡
教育局教資科 黃滋婷 行政助理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林哲緯 資訊組⾧
三峽區北大國小 仰威融 資訊組⾧
鷺江國小 朱朝陽 資訊組⾧
三芝國小 張智超 資訊組⾧
直潭國小 李晉廷 資訊組⾧
金美國小 楊仕帆 教師
新北市平溪國小 黃素鳳 教師兼資訊組
鼻頭國小 李俊賢 輔導主任
聖心女中 張禹晨 資訊組
乾華國小 藍順興 資訊教師
⾧安國小 曾威誌 資訊組⾧
溪崑國中 童景信 資訊組⾧
汐止國中 黃育陞 資訊組⾧
永和國小 鄭如棻 資訊組
龍埔國小 鄭如翔 資訊組⾧
青山國民中小學 張嘉芸 資設組⾧
育林國中 林士立 資訊組⾧
大同國小 李海國 資訊組⾧
海山國小 吳瑞福 資訊組⾧
正義國小 詹博文 資訊組⾧
彭福國小 郭裕紘 資訊組⾧
昌平國小 林哲園 資訊組⾧
建安國小 呂天睿 午秘資訊
竹林國小 吳佳玲 資訊組⾧
三芝國中 吳振遠 資訊組⾧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林達陞 資訊媒體組⾧
新北市八里國中 嚴玟杏 資訊組⾧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蔡佩珊 資訊媒體組⾧
重陽國小 劉俊宏 資訊組⾧
文德國小 葉士詮 資訊組⾧
新北市教育局教資科 陳品儀 技術助理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中小 蔡肇唐 資訊組⾧
中信國小 黃勝傑 資訊組⾧
三峽區大埔國小 李文揚 資訊組⾧
崇林國中 孫郁文 資訊組⾧
江翠國小 王雅薇 資訊組⾧
橫山國小 李奕賢 資訊組⾧
雙峰國小 陳彥伶 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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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國中 游宜憫 資訊組⾧
泰山國小 蘇志傑 教師兼資訊組⾧
國泰國小 謝佩芬 資冊組⾧
瑞芳國小 郭書軒 資訊組⾧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資科 欒詠婷 專任助理
育林國小 洪子謙 資訊組⾧
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梁智勇 資訊組⾧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賴瑩甄 專案助理
思賢國小 汪政良 資訊組⾧
復興國小 王清賢 資訊組⾧
老梅國小 蔡信義 教師兼任教務主任
中正國小 郭舒文 資訊組⾧
淡水區新興國小 陳俊偉 教師兼資訊組⾧
東山國小 吳國賢 導師兼資訊業務
三光國小 蔡翔任 資訊組⾧
深坑國小 李曉旻 資訊組⾧
北港國小 王仲萱 教務主任
貢寮國小 吳瑾涵 教務組⾧兼資訊教師
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 胡獻文 資訊組
新和國小 鄧順日 資訊組⾧
坪頂國小 李冠嶔 訓育組⾧
大崁國小 曾俊元 資訊組⾧
尖山國中 陳文章 資設組⾧
恆毅中學 林奕光 設備組⾧
深坑國民中學 朱倍宏 資訊組
永平國小 陳修柔 資訊組
新北市民義國小 甘宜真 教學組⾧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民小學 蔡錦堂 資訊組⾧
積穗國中 謝美津 資訊組⾧
新北市立猴硐-蒙特梭利實驗小學何欣恩 教學組⾧兼資訊組⾧
昌隆國小 謝敦元 資訊組⾧
光興國小 陳峻權 資訊組⾧
三重高中 鄭詠憲 資訊組⾧
景新國小 廖素華 資訊組⾧
石碇國小 林俞呈 教務組⾧
鳳鳴國小 吳士源 資訊組⾧
頭湖國小 林冠綸 資訊組⾧
新北市文化國小 詹志偉 資訊組⾧
鳳鳴國中 雷尚宸 資訊組⾧
樹林國小 李淑華 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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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貢寮區澳底國小 耿筠茹 教務組⾧
新埔國中 王雲五 資訊組⾧
米倉國小 簡伯兆 資訊組⾧
興化國小 吳佩諭 資冊組⾧
永定國小 張天兆 資訊組⾧
秀峰高中 賴盈宗 組⾧
新北市立豐珠中學 王柔涵 資訊組⾧
板橋區溪洲國小 向雲暉 資訊組⾧
中泰國小 王妍齡 教務主任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 蔡家丞 資訊組⾧
二重國小 康錦程 資訊組⾧
三峽國小 郭炳男 資訊組⾧
三和國中 楊東㇐ 資訊組⾧
蘆洲國中 陳東義 教師兼任資訊組⾧
錦和高中 郭文豪 資訊組⾧
萬里國小 張藝騰 資訊組⾧
三多國小 許烜誠 資訊組⾧
大觀國中 李郁晴 資訊組組⾧
崇德國小 李哲安 資訊組⾧
福和國中 盧麗如 資訊組⾧
興福國小 林孟霖 資訊組⾧
雲海國小 郝偉明 資訊組⾧
新北市立石門實中 梁婉琪 註冊資訊組
中平國中 劉承鋒 資訊組⾧
莒光國小 賴穎璋 資訊組⾧
介壽國小 廖彩彬 資訊組⾧
丹鳳國小 陳晉偉 資訊組⾧
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 邱威蕙 資訊組⾧
中泰國小 劉可德 導師協辦資訊
和美國小 鍾筑羽 教務組⾧
育德國小 徐大順 資訊組⾧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 紀文昌 資訊組⾧
麗園國小 楊弼仁 資訊組⾧
明志國中 趙洪嘉 資訊組⾧
新北市中角國小 李姵瑩 教務組⾧
碧華國中 吳彥穎 資訊組⾧
淡水國小 邱志祥 資訊組⾧
明志國小 田俊龍 資訊組⾧
新莊國中 王靜瑜 資訊組⾧
竹圍國小 王政華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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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金山國小 黃信耀 資訊組⾧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國小 鄭貴內 資訊組⾧
瑞柑國小 張耘熹 資訊組⾧
碧華國小 邱昭士 資訊組⾧
樂利國小 朱焴箖 資訊組⾧
廣福國小 邱贊全 資訊組⾧
光華國小 張凱琳 資訊組⾧
吉慶國小 剛慶嚴 總務主任
中正國中 鄭順泰 資訊組⾧
柑園國中 謝東凌 資設組⾧
汐止國小 許乃惠 資訊組⾧
南山中學 唐丕城 信息組⾧
二橋國小 王黃正 資訊組⾧
中園國小 陳皇印 資訊組⾧
忠義國小 柯博耀 資訊組⾧
豐年國小 劉美月 資訊組織
秀峰國小 徐德勝 資訊組⾧
淡水國中 顧仁傑 教師
積穗國小 林正勳 資訊組⾧
板橋高中 陳冠宏 資訊媒體組⾧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廖桂華 資訊媒體組⾧
雙城國小 郭以文 資訊組⾧
新北市三重區興穀國民小學 范城瑜 教務組⾧
頂埔國小 涂福賜 資訊組⾧
淡水區水源國小 吳時瑞 資訊教師
頂溪國小 吳偉元 資訊組⾧
信義國小 黃銘彥 資訊組⾧
清水國小 蕭惠文 資訊組⾧
永福國小 蘇晉輝 資訊組⾧
秀山國小 劉仕偉 資訊組⾧
新北市重慶國中 蔡佩旻 資訊組⾧
秀朗國小 劉盈廷 資訊組⾧
自強國中 薛人豪 資訊組⾧
板橋國小 楊凱文 資訊組⾧
光復國小 呂玉瑞 資訊組⾧
埔墘國小 穆睿杰 教師兼資訊組⾧
瑞芳國中 林英斌 資訊組⾧
瓜山國小 賴見禎 教學組⾧
淡水區新市國小 李玟融 資訊組⾧
淡水區天生國小 蔡以柔 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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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雙溪高中 蔡佳君 資訊組⾧
泰山高中 陳主員 資訊組⾧
北峰國小 蕭均玲 資訊組⾧
安和國小 陳怡仲 資訊組⾧
新北市光復高中 徐雅琪 資訊組⾧
板橋區實踐國小 陳嬡玫 資訊組
仁愛國小 賴新田 資訊組⾧
新北市林口國小 黃薇燁 資訊組⾧
山佳國小 莊建鋒 資訊組⾧
興南國小 翁佳媺 資訊組⾧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余竑旻 資訊組⾧
中和國中  黃潤亭 資訊組⾧
八里國小 陳柏任 資訊組⾧
成福國小 李文祺 教師
土城國小 邱錦華 資訊組
新北高中 林正雄 圖書館主任
樹林高中 洪詩涵 資訊組⾧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許仁忠 教師兼資訊媒體組⾧
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 李炫蒼 午餐秘書
私立聖心小學 王柏翰 資訊組
欽賢國中 姚侑君 資訊組⾧
中山國小 戴國瑜 資訊組⾧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小 陳莉婷 課研組⾧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小 林子超 資訊組⾧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華光永 資訊組⾧
新北市私立育才小學 洪國耀 資訊組⾧
金龍國小 劉嘉嘉 資訊組⾧
五股國小 洪瑞雯 資訊組⾧
土城國中 賴子婷 資訊組⾧
新北市永和區網溪國小 詹思瑜 資訊組⾧
義學國中 李國賓 資訊組⾧
瑞芳高工 陳嘉龍 資訊組⾧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小 邱建榮 資訊
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陳啟祥 教師兼資訊組⾧
新北市教育局教研中心 謝佳儒 技術行政
蘆洲國小 溫仙賢 資訊組⾧
新北市竹林中學 何宗達 資訊組⾧
新北市五股區成州國小 王培宇 資訊組⾧
牡丹國小 廖文聖 科任
中華商海 葉明忠 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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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腳國小 蔡惟中 教導主任
丹鳳高中 徐柏青 資訊組⾧
中和國小 賴天裕 資訊組⾧
集美國小 陳宗慶 資訊組⾧
三峽國中 廖威絢 資訊組⾧
新北市文林國小 羅培忠 資訊組⾧
新北市雙溪國小 曹瀞文 資訊組⾧
大豐國小 賴昭宏 資訊組⾧
光榮國小 楊儒瑜 資訊組⾧
鶯歌國小 林高毅 資訊組⾧
濂洞國小 謝宗儒 資訊組⾧
中山國中 林世民 資訊組⾧
三重國小 林怡采 資訊組⾧
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黃宏二 資訊組⾧
大觀國小 曹正維 資訊組⾧
萬里國中 蔣銘宗 設備資訊組⾧
新北市五股國中 侯偉富 教師兼資訊組⾧
義學國小 陳證謙 資訊組⾧
佳林國中 張俊明 資訊組⾧
野柳國小 吳炯霖 教導主任
新北市金陵女中 陳睿謠 資訊組⾧
福營國中 方俊為 資訊組⾧
板橋區沙崙國小 黃國庭 資訊組⾧
鄧公國小 鄞兆偉 資訊組⾧
新北市坪林國小 鍾天祥 資訊組⾧
板橋區文聖國小 張國銘 課研組⾧
榮富國小 郭旗雄 資訊組⾧
⾧坑國小 張賢順 教務主任
二重國中 陳玟光 資訊組
崇光中學 王文琦 圖書館主任
永吉國小 鄭應坤 資訊組⾧
新北市成功國小 何勝霖 資訊組⾧
新北市三峽區大成國民小學 陳延源 教務主任
石門國小 劉書忠 學輔主任
民安國小 陳正芳 資訊組⾧
育英國小 劉泰東 教師
頭前國中 金衍安 資訊組⾧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 林彥丞 資訊組⾧
自強國小 黃俊文 資訊組⾧
新北市私立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謝承霖 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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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胡文瑀 就業輔導組⾧
新北市私立南強工商 陳志昇 組⾧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梁凱威 設備組⾧
能仁家商 許清雲 資訊組⾧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國小 詹爵聰 資訊組⾧
三和國小 張淑浬 教務組⾧
板橋國中 莊順源 設備資訊組⾧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小 林俊延 資訊組⾧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 田叔靜 人事助理員
白雲國小 陳淑蓉 資訊組⾧
金山高中 連昱衡 資訊媒體組⾧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余志鴻 資訊組⾧
德音國小 蕭景隆 資訊組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李⾧儒 資訊設備組⾧
興仁國小 郭俊良 教師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小 張宇欣 資訊組⾧
有木國小 范家寧 資訊組⾧
林口國中 林曉雯 資訊組⾧
新北市福瑞斯特高級中學 黃⾧裕 資訊組⾧
錦和國小 陳家祥 資訊組⾧
安溪國中 陳盈伶 資訊組⾧
穀保家商 張玉玲 設備組⾧
五峰國中 丁祥洲 資訊組⾧
嘉寶國小 黃柏森 專任教師
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 林芳義 教務主任
新北市立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王元慶 資訊組⾧
泰山國中 林彥廷 資訊組⾧
達觀國中小 羅于堯 資設組⾧
有木國小 李應源 幹事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張雅惠 股⾧
大坪國小 賴智偉 訓育組⾧
後埔國小 阮郁珺 資訊組⾧
三重商工 黃裕博 資媒組⾧
淡水商工 陳玉蓮 資訊媒體組⾧
文山國中 邱思敏 資設組⾧
瑞亭國小 吳鴻瀛 總務主任
安坑國小 陳鈺心 資訊組⾧
中湖國小 蕭仲伯 資訊組⾧
武林國小 曾心梅 資訊組
中港國小 張逸航 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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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楊子徵 組⾧
五華國小 曾柏翔 資訊組⾧
屯山國小 詹于倩 教導主任
新北市淡水區天生國民小學 邱昆瑩 總務主任
瑞濱國小 楊雅茹 教務組⾧
新泰國中 紀文德 資訊組⾧
 重慶國小 李登隆 資訊組⾧
吉慶國小 林筠宜 資訊
新北市江翠國中 呂天齡 九大區
新興國小 曾清碩 資訊教師
新莊國小 蘇志展 資訊組⾧
福隆國小 林琪濟 總務主任
私立時雨中學 李家慶 資訊組⾧
中湖國小 蕭仲伯 資訊組⾧
插角國小 張家鈞 教務主任
厚德國小 康家豪 資訊組⾧
新北市南勢國小 洪宿珠 資訊組⾧
新北市鶯歌國小 賴玉敏 設備組⾧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陳國益 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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