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姓名 縣市 學校名稱 專長領域

吳星宏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健康與體育領域","特教"

魏延超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科技領域","技職"

胡麗人 彰化縣 縣立育新國小 "生活課程","社會領域"

孫俊傑 彰化縣 縣立溪陽國中 "語文領域"

石宜正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健康與體育領域"

粘淑芬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技職"

李貞宜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特教"

蘇儀婷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賴明裕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健康與體育領域"

陳彥霖 彰化縣 私立達德商工 "數學領域"

林錦鳳 彰化縣 縣立村上國小 "社會領域","語文領域","藝術領域"

夏敏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中 "綜合活動領域","其他"

蒲青志 彰化縣 縣立福興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語文領域"

黃惠霜 彰化縣 縣立和仁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林秋月 彰化縣 縣立和仁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生活課程"

雲美雪 彰化縣 縣立白沙國小 "語文領域"

楊琇尊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藝術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鄒惠雅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生活課程"

陳藝萍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語文領域"

林永成 彰化縣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特教"

陳加芳 彰化縣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藝術領域"

楊淙富 彰化縣 縣立快官國小 "語文領域"

陳明發 彰化縣 縣立南郭國小 "社會領域"

林芬如 彰化縣 縣立福德國小 "綜合活動領域","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自然科學領

蕭慎 彰化縣 縣立福德國小 "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賴靜慧 彰化縣 縣立二水國中 "語文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許婉禎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社會領域"

李錦綉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綜合活動領域"

陳昭伶 彰化縣 縣立埔心國小 "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劉孟珊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技職"

方姝蘋 彰化縣 縣立彰泰國中 "數學領域"

馬君宜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

域","藝術領域"

周雪美 彰化縣 縣立信義國(中)小 "語文領域"

黃志弘 彰化縣 縣立石牌國小 "社會領域"

翁雅惠 彰化縣 縣立福德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

陳家富 彰化縣 縣立明禮國小 "語文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劉玲慧 彰化縣 國立二林工商 "技職"

周殷瑞 彰化縣 縣立信義國中(小) "自然科學領域"

謝美雲 彰化縣 縣立明禮國小 "語文領域","社會領域"

陳嘉美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技職"

林真悌 彰化縣 縣立大村國小 "特教"

林怡辰 彰化縣 縣立原斗國(中)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顏婉幸 彰化縣 縣立信義國(中)小 "自然科學領域"

林純綺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

廖秋雅 彰化縣 縣立溪州國小 "健康與體育領域","語文領域","數學領域"

林媛萍 彰化縣 縣立伸東國小 "綜合活動領域"

施衛玲 彰化縣 縣立大成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綜合活動領域","藝術領域"

胡慧嘉 彰化縣 縣立大榮國小 "語文領域"

曾美娟 彰化縣 縣立中山國小 "藝術領域"

陳靜婷 彰化縣 縣立成功國小 "語文領域"

陳依珮 彰化縣 縣立大成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施淑津 彰化縣 縣立鹿港國小

張藝馨 彰化縣 縣立三春國小 "語文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吳蕙如 彰化縣 縣立竹塘國中 "自然科學領域"

羅素珍 彰化縣 縣立舊館國小 "社會領域"

黃淑娟 彰化縣 縣立大村國小 "數學領域","語文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陳敏彥 彰化縣 縣立大村國小 "其他"

林惠如 彰化縣 縣立文昌國小 "社會領域"

李丹青 彰化縣 縣立三春國小 "社會領域"

張硯堯 彰化縣 縣立聯興國小 "數學領域"

陳小玲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綜合活動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生活課程"

張純美 彰化縣 縣立青山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社會領域","綜合

活動領域","藝術領域","生活課程"

陳柏華 彰化縣 縣立興華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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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州 彰化縣 縣立三條國小 "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鄭麗雅 彰化縣 縣立溪州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

尤資齡 彰化縣 縣立大成國小 "健康與體育領域"

蘇素燕 彰化縣 縣立螺青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生活課程","健康與體育領域"

蔡榮凱 彰化縣 縣立螺青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

域","綜合活動領域","藝術領域","生活課程","其他"

胡育如 彰化縣 國立員林家商

鄭秀線 彰化縣 縣立明禮國小 "社會領域","藝術領域"

林孟珊 彰化縣 縣立平和國小 "藝術領域"

賴惠鈴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健康與體育領域","生活課程"

粘志河 彰化縣 縣立萬興國中 "數學領域","科技領域"

蕭惠姿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

林家惠 彰化縣 縣立湖西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生活課

程","語文領域"

簡世雄 彰化縣 縣立溪州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

鄭諭微 彰化縣 私立文興高中 "自然科學領域"

王家偉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特教"

邱宜慶 彰化縣 私立達德商工 "技職"

楊道任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自然科學領域"

楊素綾 彰化縣 縣立福德國小 "語文領域"

陳盈盈 彰化縣 縣立萬興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楊雅妃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中 "語文領域"

陳佩如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數學領域","語文領域"

蔡玉玲 彰化縣 縣立萬興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陳亞威 彰化縣 縣立鹿東國小 "語文領域"

陳惠英 彰化縣 縣立中山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葉涓涓 彰化縣 縣立和仁國小 "語文領域"

林佩芳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中 "綜合活動領域"

羅美竹 彰化縣 縣立和仁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藝術領域"

程裕明 彰化縣 縣立明禮國小 "社會領域","自然科學領域"

邱盈彰 彰化縣 縣立成功國小 "健康與體育領域","藝術領域"

賴富國 彰化縣 縣立湖東國小 "語文領域"

吳玲佳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健康與體育領域"

林碧鈴 彰化縣 縣立埔鹽國中 "社會領域"

趙淑莉 彰化縣 私立達德商工 "技職"

許毅貞 彰化縣 縣立線西國中 "健康與體育領域"

宋雲卿 彰化縣 縣立彰泰國中 "數學領域"

許智程 彰化縣 私立達德商工 "綜合活動領域","語文領域"

王婕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數學領域"

林志汀 彰化縣 縣立鹿港國小 "數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語文領域"

邱鈺清 彰化縣 縣立明禮國小 "語文領域"

湯惠雅 彰化縣 縣立合興國小 "語文領域"

許銘堯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

陳美怡 彰化縣 縣立萬興國小 "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語文領域"

陳玲萱 彰化縣 縣立民生國小 "藝術領域"

黃芳蓉 彰化縣 縣立鹿東國小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

域","生活課程"

林妙娟 彰化縣 縣立鹿鳴國中 "語文領域"

劉盈瓘 彰化縣 國立二林工商 "語文領域"

江欣穎 彰化縣 縣立湖北國小 "語文領域"

張雅慧 彰化縣 國立二林工商 "語文領域"

莊鎮嘉 彰化縣 縣立水尾國小 "社會領域"

陳其暉 彰化縣 縣立彰泰國中 "科技領域"

陳文揚 彰化縣 國立二林工商 "科技領域"

邱盈嘉 彰化縣 縣立僑義國小 "藝術領域","生活課程"

葉璿雯 彰化縣 縣立鳳霞國小 "數學領域","生活課程","藝術領域"

江嘉杰 彰化縣 縣立芙朝國小
"語文領域","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

域","數學領域"

謝莉莉 彰化縣 縣立彰泰國中 "語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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