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110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重回地方／引路同行」精進培力計畫 

在地培力核心講師培訓 

通過認證名單合計 104位，完整名單如下： 

壹、大學校院專家者（6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謝寶梅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退休教授 

2 蔡寶桂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助理教授 

3 温明麗 臺南市 台灣首府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4 陳淑娟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5 陳新豐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 教授 

6 何育真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 專任副教授 

 

 

貳、國小階段實務工作者（48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蔡素惠 臺北市 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 校長 

2 李金燕 臺北市 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 校長 

3 朱怡珊 臺北市 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校長 

4 何基誠 桃園市 蘆竹區新莊國民小學 校長 

5 李莉萍 桃園市 楊梅區富岡國民小學 校長 

6 陳新平 桃園市 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退休校長 

7 陳靜姿 臺中市 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校長 

8 黃美玲 臺中市 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校長 

9 丁鸝瑩 臺中市 大甲區華龍國民小學 校長 

10 謝青屏 臺中市 西區忠明國民小學 教師 

11 張金葉 臺中市 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主任 

12 張秀娟 臺中市 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 校長 

13 黃杏媚 臺中市 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主任 



14 李永烈 臺中市 大安區永安國民小學 校長 

15 王佩蘭 基隆市 信義區東信國民小學 校長 

16 潘志煌 基隆市 仁愛區信義國民小學 校長 

17 胡宗光 基隆市 安樂區建德國民小學 校長 

18 李欣蓉 基隆市 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 主任 

19 陳素娟 基隆市 安樂區長樂國民小學 主任 

20 彭麗琦 基隆市 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校長 

21 胡如茵 新竹市 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校長 

22 丁莉杰 新竹市 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主任 

23 余舒蓉 新竹縣 關西鎮坪林國民小學 校長 

24 趙千惠 新竹縣 橫山鄉內灣國民小學 校長 

25 沈羿成 苗栗縣 卓蘭鎮雙連國民小學 校長 

26 李雯琪 苗栗縣 苗栗市僑育國民小學 校長 

27 吳志堅 宜蘭縣 五結鄉五結國民小學 校長 

28 王淵智 高雄市 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校長 

29 薛瑞君 高雄市 鳳山區新甲國民小學 校長 

30 王彥嵓 高雄市 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校長 

31 許繼德 高雄市 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 校長 

32 李宜學 臺南市 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組長 

33 黃基峯 彰化縣 田尾鄉南鎮國民小學 教師 

34 曾美娟 彰化縣 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 主任 

35 黃瑞汝 彰化縣 埔心鄉鳳霞國民小學 校長 

36 曾筱薇 南投縣 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主任 

37 陳佳萍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教師 

38 官素芬 嘉義縣 太保市太保國民小學 主任 

39 黃美智 嘉義縣 新港鄉復興國民小學 校長 

40 陳月珍 嘉義縣 梅山鄉瑞峰國民小學 校長 



41 陳怡君 嘉義縣 中埔鄉灣潭國民小學 校長 

42 廖淑珍 屏東縣 佳冬鄉玉光國民小學 校長 

43 鄭慧華 屏東縣 高樹鄉田子國民小學 校長 

44 徐淑委 臺東縣 臺東市光明國民小學 校長 

45 施琇瑩 臺東縣 鹿野鄉龍田國民小學 退休校長 

46 鄭綺雯 金門縣 金寧鄉古寧國民小學 主任 

47 林妍伶 澎湖縣 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 校長 

48 張宏宇 澎湖縣 白沙鄉講美國民小學 校長 

 

 

參、國中（含高中職）階段實務工作者（33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學校 職稱 

1 陳麗英 臺北市 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校長 

2 張幸愉 臺北市 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校長 

3 李惠銘 新北市 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退休校長 

4 黃美娟 新北市 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校長 

5 林才乂 新北市 市立欽賢國民中學 校長 

6 莊志勇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民中學 主任 

7 陳春男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校長 

8 柯斯媛 桃園市 市立觀音國民中學 校長 

9 鄭如玲 桃園市 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校長 

10 晏傳嫘 臺中市 市立潭秀國民中學 校長 

11 潘致惠 新竹市 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校長 

12 梁家銘 新竹市 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主任 

13 吳昌諭 新竹市 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主任 

14 饒忠韻 新竹縣 縣立照門國民中學 校長 

15 郭雅玲 新竹縣 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校長 

16 郭芳江 苗栗縣 縣立竹南國民中學 校長 



17 湯秀琴 苗栗縣 縣立苗栗國民中學 校長 

18 戴嘉賢 宜蘭縣 縣立五結國民中學 組長 

19 李立彬 宜蘭縣 縣立內城國民中小學 校長 

20 洪瑞鍇 高雄市 市立立德國民中學 校長 

21 吳家增 臺南市 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校長 

22 曾鼎育 臺南市 市立左鎮國民中學 校長 

23 蔡明昌 臺南市 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校長 

24 黃建樹 南投縣 縣立社寮國民中學 校長 

25 鍾旻修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主任 

26 李志慶 南投縣 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校長 

27 張碩玲 雲林縣 縣立二崙國民中學 主任 

28 陳佩棻 嘉義市 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教師 

29 林香誼 嘉義市 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主任 

30 蔣佳樺 嘉義縣 縣立義竹國民中學 校長 

31 雷博閔 臺東縣 縣立大武國民中學 主任 

32 程元鋒 連江縣 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主任 

33 汪倩如 澎湖縣 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教師 

 

 

肆、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處）（17人） 

編號 教師名稱 縣市 服務單位 職稱 

1 鍾雯豐 桃園市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2 簡世欣 新竹市 教育處 課程督學 

3 朱瑞珍 宜蘭縣 教育處 課程督學 

4 李文欽 高雄市 教育局 候用校長 

5 許如菁 高雄市 教育局 候用校長 

6 許馨瑩 高雄市 教育局 借調教師 

7 賴榮飛 高雄市 教育局 退休校長 



8 張維文 臺南市 教育局 專任研究教師 

9 陳思瑀 臺南市 教育局新課綱專案辦公室 執行秘書 

10 林媛萍 彰化縣 教育處 課程督學 

11 馬惠娣 南投縣 教育處 聘用督學 

12 謝俊民 雲林縣 教育處 課程督學 

13 蔡佳蓁 雲林縣 教育處 特聘課程督學 

14 楊宗明 嘉義市 教育處 專任輔導員 

15 陳順利 臺東縣 教育處 課程督學 

16 何宗儒 臺東縣 教育處 課程督學 

17 柯水旺 連江縣 教育處 退休課程督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