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加場次通過認證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課綱 

(總綱)國民中小學階段宣導種子講師名單 

合計285位，完整名單如下： 

 

壹、大學校院專家者 (4 人) 

 林志哲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 桑慧芬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3 葉明芬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4 戴政龍 新北市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貳、國小階段實務工作者 (156 人) 

1 鄭潓妏 基隆市 基隆市深美國小 

2 蔡佩真 基隆市 基隆市深美國小 

3 李明霞 基隆市 基隆市碇內國小 

4 賴清昇 基隆市 基隆市碇內國小 

5 顏安秀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國小 

6 張兆文 基隆市 基隆市深美國小 

7 林淑均 基隆市 基隆市深美國小 

8 陳建豪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國小 

9 陳錦如 臺北市 臺北市明湖國小 

10 吳勝學 臺北市 臺北市石牌國小 

11 陳玟錡 臺北市 臺北市雨農國小 

12 陳清義 臺北市 臺北市福星國小 

13 林芳如 臺北市 臺北市新湖國小 

14 楊智堅 臺北市 臺北市建安國小 

15 鄭盛元 臺北市 臺北市東新國小 

16 吳美終 新北市 新北市鷺江國小 

17 盧雅惠 新北市 新北市雙溪國小 

18 黃士育 新北市 新北市重慶國小 

19 黃清海 新北市 新北市龍埔國小 

20 李慧美 新北市 新北市五寮國小 



21 楊順宇 新北市 新北市金美國小 

22 陳玄謀 新北市 新北市武林國小 

23 沈玉芬 新北市 新北市德音國小 

24 林瑞昌 新北市 新北市海山國小 

25 許文勇 新北市 新北市新興國小 

26 蔡麗鳳 新北市 新北市柑園國小退休 

27 張勇銓 新北市 新北市莒光國小 

28 謝伶芬 新北市 新北市武林國小 

29 葉欣仁 新北市 新北市桃子腳國中小 

30 陳一君 新北市 新北市海山國小 

31 黃裕斌 新北市 新北市廣福國小 

32 陳桂蓮 新北市 新北市大鵬國小 

33 蔡明芬 新北市 新北市興穀國小 

34 潘瑞玉 新北市 新北市莒光國小 

35 陳香吟 新北市 新北市插角國小 

36 師麗碧 新北市 新北市自強國小 

37 許惠玲 桃園市 桃園市莊敬國小 

38 陳英叡 桃園市 桃園市文山國小 

39 許梅珍 桃園市 桃園市興國國小 

40 羅玫玲 桃園市 桃園市高原國小 

41 賴香君 新竹市 新竹市青草湖國小 

42 李文虎 新竹市 新竹市高峰國小 

43 徐美玉 新竹市 新竹市大湖國小 

44 阮亮諭 新竹市 新竹市龍山國小 

45 李國寧 新竹市 新竹市建功國小 

46 李芝芬 新竹市 新竹市東門國小 

47 鮑正芳 新竹縣 新竹縣六家國小 

48 黎立夫 新竹縣 新竹縣六家國小 

49 李志豪 新竹縣 新竹縣東海國小 

50 許毓玲 新竹縣 新竹縣東興國小 

51 陳智明 新竹縣 新竹縣內灣國小 

52 鄭嘉勝 新竹縣 新竹縣北埔國小 

53 溫芳蘭 新竹縣 新竹縣石磊國小 

54 何享憫 新竹縣 新竹縣東安國小 

55 何翎綵 苗栗縣 苗栗縣中和國小 

56 徐敏芳 苗栗縣 苗栗縣公館國小 

57 許碧雲 苗栗縣 苗栗縣武榮國小 

58 饒世妙 苗栗縣 苗栗縣六合國小 

59 巫明璋 苗栗縣 苗栗縣福星國小 

60 許明峰 苗栗縣 苗栗縣鶴岡國小 



61 黃俊杰 苗栗縣 苗栗縣成功國小 

62 涂裕彩 苗栗縣 苗栗縣后庄國小 

63 葉璿雯 彰化縣 彰化縣溪湖國小 

64 鄭玟玟 彰化縣 彰化縣東芳國小 

65 陳東漢 彰化縣 彰化縣海埔國小 

66 鄭麗雅 彰化縣 彰化縣新生國小 

67 李啟榮 彰化縣 彰化縣鹿港國小 

68 鄭惠觀 彰化縣 彰化縣螺青國小 

69 林通修 彰化縣 彰化縣螺陽國小 

70 陳于倩 彰化縣 彰化縣快官國小 

71 莊紹信 彰化縣 彰化縣民靖國小 

72 王妙鈴 彰化縣 彰化縣福興國小 

73 張素女 臺中市 臺中市協和國小 

74 柯淑惠 臺中市 臺中市神岡國小 

75 郭美滿 臺中市 臺中市東光國小 

76 謝寒琪 臺中市 臺中市大鵬國小 

77 陳靜姿 臺中市 臺中市永安國小 

78 韓秀玉 臺中市 臺中市旭光國小 

79 李淑慧 南投縣 南投縣清境國小 

80 曾章榮 南投縣 南投縣新民國小 

81 張瑀偼 南投縣 南投縣光復國小 

82 黃惠英 南投縣 南投縣弓鞋國小 

83 張鈴采 南投縣 南投縣漳興國小 

84 邱彥勳 雲林縣 雲林縣下崙國小 

85 紀宗霖 雲林縣 雲林縣大美國小 

86 洪文芬 雲林縣 雲林縣仁和國小 

87 塗瑀真 雲林縣 雲林縣僑真國小 

88 李英豪 雲林縣 雲林縣嘉興國小 

89 楊幸枝 雲林縣 雲林縣光復國小 

90 黃煥升 雲林縣 雲林縣東勢國小 

91 張湘芬 雲林縣 雲林縣大東國小 

92 黃淑玲 雲林縣 雲林縣下崙國小 

93 洪千惠 雲林縣 雲林縣仁和國小 

94 陳威良 嘉義縣 嘉義縣中埔國小 

95 方正一 嘉義縣 嘉義縣仁和國小 

96 劉怡君 嘉義縣 嘉義縣南靖國小 

97 劉志龍 嘉義縣 嘉義縣忠和國小 

98 盧貝怡 嘉義縣 嘉義縣忠和國小 

99 王文志 嘉義市 嘉義市宣信國小 

100 蔡美雲 嘉義市 嘉義市港坪國小 



101 謝聖雅 嘉義市 嘉義市林森國小 

102 趙季薇 嘉義市 嘉義市宣信國小 

103 吳青香 嘉義市 嘉義市蘭潭國小 

104 何憲昌 嘉義市 嘉義市世賢國小 

105 張琬琦 嘉義市 嘉義市世賢國小 

106 林哲瑋 嘉義市 嘉義市博愛國小 

107 王秋蘭 嘉義市 嘉義市林森國小 

108 紀靜宜 嘉義市 嘉義市僑平國小 

109 黃懷慧 臺南市 臺南市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110 何翊綺 臺南市 臺南市新進國小 

111 葉秀娥 臺南市 臺南市進學國小 

112 鄭千玉 臺南市 臺南市二溪國小 

113 蔡惠娟 臺南市 臺南市億載國小 

114 王全興 臺南市 臺南市永福國小 

115 李宜學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小 

116 劉家宏 高雄市 高雄市吉東國小 

117 王彥嵓 高雄市 高雄市彌陀國小 

118 趙梓晴 高雄市 高雄市後勁國小 

119 謝淑援 高雄市 高雄市過埤國小 

120 李青燕 高雄市 高雄市觀音國小 

121 陳怡靜 高雄市 高雄市獅甲國小 

122 吳耿良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國小 

123 蔣金菊 屏東縣 屏東縣新圍國小 

124 林秀玲 屏東縣 屏東縣潮南國小 

125 高至誠 屏東縣 屏東縣北葉國小 

126 黃大峰 屏東縣 屏東縣光春國小 

127 陳永峰 屏東縣 屏東縣後庄國小 

128 高珠鈴 屏東縣 屏東縣凌雲國小 

129 蔚乙亘 屏東縣 屏東縣新豐國小 

130 許嘉政 屏東縣 屏東縣仁愛國小 

131 王思蘋 屏東縣 屏東縣北葉國小 

132 黃美惠 屏東縣 屏東縣港東國小 

133 劉寶元 屏東縣 屏東縣新興國小 

134 陳秋忍 屏東縣 屏東縣凌雲國小 

135 劉宜政 屏東縣 屏東縣東興國小 

136 佘鶯環 屏東縣 屏東縣崇蘭國小 

137 鄭俊芬 屏東縣 屏東縣仁愛國小 

138 白雅萍 屏東縣 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 

139 張庭炎 屏東縣 屏東縣萬丹國小 

140 林志誠 屏東縣 屏東縣枋寮國小 



141 楊美蓮 屏東縣 屏東縣武潭國小 

142 郭宜芹 屏東縣 國立屏大附小 

143 陳建長 臺東縣 臺東縣三間國小 

144 李秀琴 臺東縣 臺東縣三間國小 

145 林宜茂 臺東縣 臺東縣福原國小 

146 林秀娟 臺東縣 臺東縣新生國小 

147 何昶毅 宜蘭縣 宜蘭縣凱旋國小 

148 黃佑家 宜蘭縣 宜蘭縣公館國小 

149 曹天民 宜蘭縣 宜蘭縣大同國小 

150 劉文勝 宜蘭縣 宜蘭縣中山國小 

151 賴尚義 宜蘭縣 宜蘭縣成功國小 

152 曾文賢 宜蘭縣 宜蘭縣永樂國小 

153 廖秋蓮 宜蘭縣 宜蘭縣北成國小 

154 張宏宇 澎湖縣 澎湖縣將軍國小 

155 伍玉成 花蓮縣 花蓮縣永豐國小 

156 蘇純慧 新竹市 國立科園實中國小部 

 

參、國中(含高中職)階段實務工作者(83人) 

1 江民山 基隆市 基隆市銘傳國中 

2 陳靜婷 基隆市 基隆市百福國中 

3 宋郁峯 基隆市 基隆市百福國中 

4 陳璤君 基隆市 基隆市百福國中 

5 歐陽秀幸 臺北市 臺北市螢橋國中 

6 蔣佳良 臺北市 臺北市信義國中 

7 陳建廷 臺北市 臺北市民生國中 

8 林美智 新北市 新北市頭前國中 

9 盧柏宏 新北市 新北市積穗國中 

10 黃美花 新北市 新北市新埔國中 

11 廖淑惠 新北市 新北市清水高中 

12 趙方萾 新北市 新北市清水高中 

13 陸韻萍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國中 

14 曾書柔 新北市 新北市海山高中 

15 胡心如 新北市 新北市海山高中 

16 賴文玉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國中 

17 黃政偉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國中 

18 蓋美玉 新北市 新北市安溪國中 

19 邱意茵 新北市 新北市安康高中 

20 呂珮鈺 新北市 新北市光復高中 



21 張蕙蘭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國中 

22 廖惠貞 新北市 新北市福和國中 

23 陳君武 新北市 新北市中山國中 

24 曾琦芳 桃園市 桃園市楊明國中 

25 房昇隆 桃園市 桃園市同德國中 

26 高桂懷 桃園市 桃園市平興國中 

27 鍾政穎 桃園市 桃園市觀音國中 

28 李怡萱 新竹市 新竹市新科國中 

29 陳沐龍 新竹市 新竹市光華國中 

30 辛文義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高中 

31 劉文育 新竹縣 新竹縣博愛國中 

32 林若涵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國中 

33 陳美君 新竹縣 新竹縣二重國中 

34 王怡雅 苗栗縣 苗栗縣頭屋國中 

35 黃昱章 苗栗縣 苗栗縣頭份國中 

36 蔡雅萍 苗栗縣 苗栗縣頭份國中 

37 劉勝鈺 苗栗縣 苗栗縣苗栗國中 

38 馬鳳英 苗栗縣 苗栗縣苗栗國中 

39 羅寶炬 苗栗縣 苗栗縣苑裡高中 

40 邱世方 苗栗縣 苗栗縣南湖國中 

41 邱世允 苗栗縣 苗栗縣西湖國中 

42 林秋嬋 苗栗縣 苗栗縣文英國中 

43 吳源有 苗栗縣 苗栗縣大倫國中 

44 莊雅然 彰化縣 彰化縣彰興國中 

45 蔡佩芳 彰化縣 彰化縣彰安國中 

46 姜韋良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國中 

47 王心怡 彰化縣 彰化縣原斗國中 

48 楊詠淇 臺中市 臺中市光榮國中 

49 蕭美雲 臺中市 臺中市大甲國中 

50 林秀貞 南投縣 南投縣營北國中 

51 蔡蕙瑜 南投縣 南投縣草屯國中 

52 吳幸娟 南投縣 南投縣延和國中 

53 吳明順 南投縣 南投縣三光國中 

54 邱凱琳 南投縣 南投縣三光國中 

55 盧昭雯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國中 

56 賴素鈴 雲林縣 雲林縣西螺國中 

57 張家碩 嘉義縣 嘉義縣嘉新國中 

58 黃雪惠 嘉義縣 嘉義縣忠和國中 

59 陳冠伶 嘉義縣 嘉義縣民和國中 

60 李梅湘 嘉義縣 嘉義縣協志工商 



61 陳佩棻 嘉義市 嘉義市嘉義國中 

62 黃敏智 嘉義市 嘉義市大業國中 

63 蘇恭弘 臺南市 臺南市新興國中 

64 薛英斌 臺南市 臺南市新市國中 

65 潘能耀 臺南市 臺南市竹橋國中 

66 蔡佳宏 臺南市 臺南市安南國中 

67 陳奕任 臺南市 臺南市永仁高中國中部 

68 于珮琪 臺南市 臺南市永仁高中國中部 

69 賴榮飛 高雄市 高雄市壽山國中 

70 蔡馥徽 高雄市 高雄市壽山國中 

71 沈宥廷 高雄市 高雄市大灣國中 

72 傅美蓉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國中 

73 吳宏龍 臺東縣 臺東縣關山國中 

74 楊士賢 臺東縣 臺東縣關山國中 

75 呂學興 臺東縣 臺東縣瑞源國中 

76 葉俊男 臺東縣 臺東縣瑞源國中 

77 林銘欽 臺東縣 臺東縣新生國中 

78 張靜如 臺東縣 臺東縣新生國中 

79 林琦瑄 宜蘭縣 宜蘭縣中華國中 

80 李立彬 宜蘭縣 宜蘭縣順安國中 

81 沈志杰 宜蘭縣 宜蘭縣文化國中 

82 呂啟民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國中 

83 汪倩如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國中 

 

肆、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處)(42人) 

1 林竺諼 臺北市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2 陳怡靜 臺北市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3 柯武宏 新北市 新北市教育局 

4 陳玉桂 新北市 新北市教育局 

5 王佩君 新北市 新北市教育局 

6 劉惠芬 新竹市 新竹市教育處 

7 林懿行 新竹市 新竹市教育處 

8 林燕玲 新竹市 新竹市教育處 

9 李瑞剛 新竹市 新竹市教育處 

10 巫玉美 苗栗縣 苗栗縣教育處 

11 吳明志 苗栗縣 苗栗縣教育處 

12 楊曼華 苗栗縣 苗栗縣教育處 

13 王秋閔 苗栗縣 苗栗縣教育處 



14 郭芳江 苗栗縣 苗栗縣教育處 

15 陳貞蓉 臺中市 臺中市教育局 

16 林錦霞 臺中市 臺中市教育局 

17 張倉漢 臺中市 臺中市教育局 

18 林瓊惠 臺中市 臺中市教育局 

19 蘇美麗 臺中市 臺中市教育局 

20 謝青屏 臺中市 臺中市教育局 

21 黃懷瑩 南投縣 南投縣教育處 

22 馬惠娣 南投縣 南投縣教育處 

23 陳軍价 嘉義市 嘉義市教育處 

24 葉建成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25 王瀞慧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26 王振茂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27 顏素蘭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28 楊嘉怡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29 吳方葵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30 吳淑芬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31 王耀梓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32 由瑪茲吉娃絲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33 黃怡嵐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34 張燕玲 高雄市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35 施麗霞 宜蘭縣 宜蘭縣教育處 

36 吳殷宏 宜蘭縣 宜蘭縣教育處 

37 劉千瑜 花蓮縣 花蓮縣教育處 

38 黃超陽 花蓮縣 花蓮縣教育處 

39 賴幸暘 花蓮縣 花蓮縣教育處 

40 謝易成 花蓮縣 花蓮縣教育處 

41 謝燕惠 花蓮縣 花蓮縣教育處 

42 林佩璇 連江縣 連江縣教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