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課綱（總綱）種子講師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培訓研習第一場次 

通過認證名單 

合計51位，完整名單如下： 

壹、大學校院專家者 （1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陳新豐 屏東縣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貳、國小階段實務工作者 （24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溫世展 新北市 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 教師 

2 何基誠 桃園市 觀音區新坡國民小學 校長 

3 朱志青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教師 

4 胡哲瑋 新竹市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教師 

5 李國寧 新竹市 東區建功國民小學 組長 

6 鄭苓巧 新竹縣 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 教師 

7 許美觀 苗栗縣 苑裡鎮藍田國民小學 校長 

8 羅淑瑩 苗栗縣 後龍鎮同光國民小學 主任 

9 張煥泉 苗栗縣 頭份市信德國民小學 主任 

10 蕭弘卿 臺中市 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 主任 

11 陳靜姿 臺中市 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校長 

12 黃琡晴 彰化縣 社頭鄉社頭國民小學 主任 

13 潘黃家齊 南投縣 仁愛鄉力行國民小學 校長 

14 林秀香 嘉義市 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校長 

15 蔡美雲 嘉義市 西區港坪國民小學 主任 

16 張根延 嘉義縣 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教師 

17 侯雪卿 嘉義縣 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教師 

18 陳榴明 高雄市 鹽埕區鹽埕國民小學 主任 

19 阮正誼 高雄市 梓官區梓官國民小學 教師 

20 鍾尚哲 屏東縣 麟洛鄉麟洛國民小學 主任 

21 陳世聰 屏東縣 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 校長 

22 李意如 宜蘭縣 三星鄉萬富國民小學 教師 

23 何昶毅 宜蘭縣 宜蘭市凱旋國民小學 主任 

24 何宗儒 臺東縣 鹿野鄉龍田國民小學 主任 

參、國中（含高中職）階段實務工作者（19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林世傑 基隆市 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主任 

2 李康莊 基隆市 市立南榮國民中學 主任 

3 劉建成 桃園市 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教師 

4 謝熹鈐 桃園市 市立山腳國民中學 教師 

5 周慧怡 桃園市 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主任 



6 鍾政穎 桃園市 市立觀音國民中學 主任 

7 范慧蘭 新竹市 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教師 

8 周碩振 新竹縣 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主任 

9 簡芳達 臺中市 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組長 

10 張靜鈴 臺中市 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教師 

11 廖惠珍 臺中市 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教師 

12 李旻儒 彰化縣 縣立鹿鳴國民中學 教師 

13 蔡秋菊 南投縣 縣立鹿谷國民中學 校長 

14 薛汝芳 嘉義縣 縣立水上國民中學 主任 

15 林柏寬 臺南市 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教師 

16 蘇恭弘 臺南市 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校長 

17 于珮琪 臺南市 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組長 

18 林淑雅 高雄市 市立梓官國民中學 主任 

19 陳英貴 屏東縣 縣立竹田國民中學 主任 

肆、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處）（7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陳政暉 基隆市 教育處 候用校長 

2 張志遠 高雄市 教育局 商借教師 

3 陸昱任 宜蘭縣 國民教育輔導團 課程督學 

4 簡秀純 宜蘭縣 國民教育輔導團 專任輔導員 

5 朱心儀 宜蘭縣 國民教育輔導團 專任輔導員 

6 楊明珠 臺東縣 教育處 課程督學 

7 林家輝 臺東縣 教育處 課程督學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課綱（總綱）種子講師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培訓研習第一場次 

通過領綱培訓研習（尚須參加總綱種子講師培訓研習）名單 

合計39位，完整名單如下： 

壹、大學校院專家者 （0） 

貳、國小階段實務工作者 （21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陳滄智 臺北市 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 校長 

2 孫德蘭 臺北市 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 教師 

3 石玫芳 臺北市 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教師 

4 吳國銘 新北市 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 校長 

5 彭旭田 新竹市 東區竹蓮國民小學 教師 

6 呂晶晶 苗栗縣 竹南鎮建中國民小學 校長 

7 陳靜芳 臺中市 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 主任 

8 賴玉婉 彰化縣 員林市東山國民小學 主任 

9 陳鍾仁 南投縣 水里鄉永興國民小學 校長 

10 廖美倩 雲林縣 西螺鎮文興國民小學 主任 

11 朱正順 雲林縣 斗六市鎮東國民小學 教師 

12 潘炫伶 嘉義市 西區興嘉國民小學 教師 

13 陳蓉椿 嘉義市 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教師 

14 張英燦 嘉義市 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組長 

15 曾瑞媛 嘉義市 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教師 

16 黃媺恬 臺南市 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 教師 

17 黃莉雯 臺南市 善化區善化國民小學 校長 

18 王麗娟 臺南市 北區文元國民小學 教師 

19 王玉珍 高雄市 前鎮區前鎮國民小學 主任 

20 丁嘉琦 花蓮縣 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 校長 

21 張朝陽 臺東縣 卑南鄉大南國民小學 組長 

參、國中（含高中職）階段實務工作者（15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許玉珍 臺北市 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教師 

2 陳梅芬 臺北市 市立永吉國民中學 教師 

3 楊鴻翔 臺北市 市立西湖國民中學 退休老師 

4 陳俊榮 基隆市 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組長 

5 李慧玲 桃園市 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教師 

6 廖雪華 新竹縣 縣立北埔國民中學 校長 

7 徐鐘賢 新竹縣 縣立峨眉國民中學 組長 

8 梁鈺敏 彰化縣 縣立萬興國民中學 教師 

9 張文嘉 南投縣 縣立北梅國民中學 校長 

10 高碧卿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教師 



11 鄭婷芸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教師 

12 王聖惠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教師 

13 林佳駖 嘉義縣 縣立民和國民中學 教師 

14 巫佳錚 臺南市 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教師 

15 陳梅仙 屏東縣 縣立琉球國民中學 主任 

肆、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處）（3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吳佳慧 高雄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 專任輔導員 

2 趙美惠 高雄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 專任輔導員 

3 陳俊瑜 花蓮縣 教育處 專任輔導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