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輔導團 姓名 任教學校 序號 輔導團 姓名 任教學校

1 人權教育 陳俐臻 文山國中 41 環境教育 梁哲霖 中園國小

2 人權教育 黃桂玲 林口國中 42 環境教育 王瑞芬 頂埔國小

3 人權教育 陳雪玲 文德國小 43 環境教育 孫寧一 集美國小

4 人權教育 侯懿真 修德國小 44 環境教育 盧麗真 鷺江國小

5 人權教育 陳曉音 興仁國小 45 環境教育 陳韻如 信義國小

6 人權教育 李俊緯 自強國中 46 性平教育 劉宜 江翠國小

7 人權教育 巫靜雯 頂溪國小 47 性平教育 林曉玲 景新國小

8 綜合 陳明秀 三光國小 48 性平教育 林秀珊 中和國小

9 綜合 劉瓊宜 深坑國小 49 性平教育 吳嘉慧 江翠國小

10 綜合 廖芝縈 新泰國小 50 性平教育 林玫君 光復國小

11 綜合 郭貞瑩 廣福國小 51 性平教育 任心皓 錦和高中

12 綜合 吳佳娣 正義國小 52 性平教育 李靜美 三民高中

13 綜合 張益瑞 永平國小 53 社會 池禎宜 沙崙國小

14 綜合 董家寧 同榮國小 54 社會 謝素君 沙崙國小

15 綜合 師麗碧 自強國小 55 社會 劉瑞文 重陽國小

16 綜合 趙曼寧 復興國小 56 社會 邱惠伶 龍埔國小

17 綜合 蔣玉琳 有木國小 57 社會 簡曉玲 北新國小

18 健康與體育 傅一峰 彭福國小 58 社會 黃嬿樺 竹圍國小

19 健康與體育 劉胤男 江翠國小 59 社會 陳香吟 光華國小

20 健康與體育 黃凱琳 丹鳳國小 60 社會 林佳芬 信義國小

21 健康與體育 夏淑琴 屯山國小 61 社會 吳慧玲 頭前國中

22 健康與體育 黃翊智 新林國小 62 社會 陳玠汝 永和國中

23 健康與體育 程欐君 自強國中 63 社會 賈生玲 中平國中

24 藝術 呂仁惠 中山國小 64 社會 沈孝宇 新埔國中

25 藝術 劉美玲 中山國小 65 社會 劉慧蘭 鷺江國中

26 藝術 何采璇 民安國小 66 生活 顧芳祺 秀峰國小

27 藝術 戴慧冕 尖山國中 67 生活 黃靖雯 新市國小

28 藝術 呂珮鈺 光復高中 68 生活 鄭淑慧 秀峰國小

29 數學 林心怡 昌平國小 69 生活 陳淨怡 安溪國小

30 數學 鄭惠娟 頂溪國小 70 生活 王淑椿 榮富國小

31 數學 李佳容 碧華國小 71 生活 盧雅惠 雙溪國小

32 數學 徐澤汶 土城國中 72 生活 黃曉貞 永平國小

33 數學 馬恬舒 昌平國小 73 生活 莊鈞雅 義方國小

34 數學 李筱珊 昌平國小 74 生活 彭姿瑜 山佳國小

35 客家語 謝夷菱 崇德國小 75 生活 林美汝 秀峰國小

36 客家語 余文俊 後埔國小 76 生活 黃士育 重慶國小

37 客家語 彭成君 國泰國小 77 生活 陳春秀 莒光國小

38 新住民語 彭麗琴 碧華國小 78 國語 蔡香玲 秀朗國小

39 新住民語 陳雯宜 北新國小 79 國語 張嘉倫 北新國小

40 新住民語 楊忠彬 秀朗國小 80 國語 徐淑卿 永和國小

新北市輔導團專班X學習吧認證通過名單



序號 輔導團 姓名 任教學校 序號 輔導團 姓名 任教學校

81 國語 羅秀惠 秀朗國小 121 原住民語 林立港 丹鳳國小

82 國語 卓秋汝 信義國小 122 原住民語 陳怡文 丹鳳國小

83 國語 李姵珊 新泰國小 123 原住民語 江姿瑩 大崁國小

84 國語 林雯淑 福和國中 124 原住民語 劉上源 丹鳳國小

85 國語 張蕙蘭 永和國中 125 原住民語 蔡雲珍 文林國小

86 國語 陳恬伶 江翠國中 126 STEAM 劉一霖 自強國小

87 國語 葉書廷 新埔國中 127 STEAM 蔡明光 信義國小

88 國語 沈素妙 頭前國中 128 STEAM 潘信佑 積穗國小

89 國語 曾書柔 海山高中 129 STEAM 楊凱文 板橋國小

90 英語 甯麗娟 永和國小 130 STEAM 連育賢 裕民國小

91 英語 曾如君 丹鳳國小 131 科技 曹崇禮 桃子腳國中小

92 英語 張靜玫 修德國小 132 科技 徐士倫 中正國中

93 英語 陳慈君 光華國小 133 科技 呂紹川 永和國中

94 英語 鍾昌益 樂利國小 134 科技 吳滋敏 碧華國中

95 英語 林妙英 頂溪國小

96 英語 林鈺文 永和國小

97 英語 吳昭瑩 板橋國小

98 英語 許家菁 新市國小

99 英語 鍾佳慧 德音國小

100 英語 林燕如 佳林國中

101 英語 曹雅涵 深坑國中

102 自然 李宗翰 文德國小

103 自然 陳思妤 海山國小

104 自然 李玟融 新市國小

105 自然 翁昇豐 新市國小

106 自然 賴明煜 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

107 自然 龍慧真 中正國中

108 自然 江逸傑 中正國中

109 自然 邱意茵 安康高中

110 自然 王楹 漳和國中

111 自然 陳學淵 三多國中

112 閩南語 沈瑩玲 大同國小

113 閩南語 林藹如 秀峰國小

114 閩南語 李政芳 柑園國小

115 閩南語 呂海婷 海山國小

116 閩南語 胡銘浚 重陽國小

117 資訊教育 蔡家丞 同榮國小

118 資訊教育 陳怡仲 安和國小

119 資訊教育 許智豪 柑園國小

120 資訊教育 詹博文 正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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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AM 林佳禾 雙溪國小

2 STEAM 許又夫 丹鳳國小

3 STEAM 侯嘉裕 淡水國小

4 資訊教育 劉嘉嘉 金龍國小

5 性平教育 王筱慧 樂利國小

6 性平教育 戴佳君 天生國小

7 環境教育 簡淑娟 金龍國小

8 環境教育 黃瑞華 鷺江國中

9 環境教育 張怡婷 三重高中

10 人權教育 敖永龍 自強國中

11 人權教育 紀虹如 溪崑國中

12 數學 吳偉全 北大國小

13 數學 王麗如 五股國小

14 數學 黃麗紅 崇林國中

15 數學 莊志勇 積穗國中

16 社會 許達群 文聖國小

17 生活 洪壽嶸 自強國小

18 健康與體育 劉員池 瑞亭國小

19 健康與體育 戴彰佑 龜山國小

20 客家語 張祝娟 成州國小

21 客家語 劉玉英 文德國小

22 客家語 羅金枝 北新國小

23 客家語 劉志峰 頂埔國小

24 新住民語 林益聖 新和國小

25 新住民語 陳祥 永平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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