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全國幼教輔導學術研討會 
     

    感謝參與本次全國幼教輔導學術研討會，由於此次研討會參與情形踴躍，為避免影響議程進行及

會議品質，敬請留意下列事項： 

一、報到 

    (一)研討會當天，請於早上 8:30~9:00 至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二樓第三會議室(台北

市愛國西路 1 號)」辦理報到。 

    (二)會議當天憑本人錄取編號辦理報到，報到時請簽名並領取個人資料袋，請勿代簽代領取。資

料袋內含研討會論文集、提問單、問卷、餐券(因需確認餐盒數量，上午 9:30 之後報到者恕不供

餐；研討會論文集因數量有限，發完為止)，請於當日活動結束時將問卷交給工作人員。 

    (三)全程參與兩天會議者，核發研習時數 14 小時，僅全程參與一天會議者，則核發研習時數 7

小時。非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而需要登錄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時數

者，請於簽到時在備註欄填寫身分證字號。 

二、聽課原則 

    (一)為維護智慧財產及肖像權，請勿錄影、錄音及拍照。 

    (二)會議場地不得飲食，請勿攜帶咖啡、茶、飲料、食物…入場。 

三、其他 

    (一)因會議場地為自動空調設備，無法自行調控溫度，敬請與會者自行攜帶薄暖衣物。 

    (二)研討會場地未提供停車位，請多加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三)響應環保，請與會者自備環保杯。 

  



2017 年 10 月 13日–錄取名單 
(依照姓氏筆畫排列) 

錄取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學校 

1 丁一心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 方錦平 台北市私立夢特梭利親兒園 

3 王子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4 王均安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5 王秀美 彰化縣溪湖鎮彰化縣私立鉅陽幼兒園 

6 王思媁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7 王美蘭 宜蘭縣員山鄉財團法人大三鬮慈惠寺附設宜蘭縣私立幼兒園 

8 王致軒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龍祥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9 王梅錦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金城鎮古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 王詩惠 臺北市中山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11 王潔榕 
新北市三芝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新北市私立馬偕

示範幼兒園 

12 王檍厤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市私立小哈力幼兒園 

13 朱芳彣 臺北市南港區臺北市立南港幼兒園 

14 朱盈臻 台北市立大學 

15 江彥蓁 臺中市沙鹿區臺中市私立文森幼兒園 

16 江美芳 新北市瑞芳區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園 

17 江詩妤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8 江銘珊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 江麗莉 清華大學 

20 池孟穎 清華大學 

21 何珮芸 基隆市中正區基隆市中正區正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2 余佩珍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23 吳佩瑛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附設私立員工幼兒園 

24 吳卓穎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所 

25 吳念頤 政大 

26 吳欣憓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27 吳庭蓉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園 

28 吳麗君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9 呂惠敏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立金城幼兒園 

30 呂鎔均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市中壢區內定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1 宋以琳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中路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32 李文林 長庚科技大學 

33 李文漪 李氏姐妹幼兒園 

34 李永裕 育達科技大學 

35 李宜霈 無學校無單位目前無服務學校資料 

36 李昀璉 新北市新店區新北市私立李氏姐妹幼兒園 

37 李采屏 台北市私立友丞幼兒園 

38 李冠菁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中路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39 李美慧 
臺北市北投區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設臺北市私立雙連幼兒

園 

40 李英瑞 台中市私立卡帕幼兒園 

41 李家瑋 
新北市中和區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山北非營利幼

兒園(新北市政府委託辦理) 

42 李淑娟 臺南市安平區臺南市私立示範幼兒園 

43 李淑惠 樹德科技大學 

44 李淑雲 新北市新店區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5 李連珠 國立臺南大學 

46 李舜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所 

47 李駱遜 國家教育研究院 

48 李麗君 基隆市長樂國小附幼 

49 辛宜津 正修科技大學 

50 阮孟如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新莊幼兒園 

51 卓文婷 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52 周于佩 台北市立大學 

53 周明鈺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中路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54 周昕宜 臺北市立大學 

55 周珮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56 東秋瑩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7 林予亭 台灣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58 林文吟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59 林月 桃園市私立桃源蒙特梭利幼兒園 

60 林巧蕓 台北市立大學 

61 林永平 長庚科技大學 



62 林玉萍 苗栗縣南庒國小附幼 

63 林佑真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64 林君玳 臺北市信義區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65 林秀蓁 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66 林佳穎 朝陽科技大學 

67 林宜靜 
桃園市龜山區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文欣非營利

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68 林怡君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立松山幼兒園 

69 林怡妏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縣花蓮市明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0 林玟伶 臺中市豐原區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1 林姵辰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72 林思吟 佳姿幼兒園 

73 林美娥 桃園市龜山區桃園市立龜山幼兒園 

74 林美華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小 

75 林紝蕙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縣私立立人幼兒園 

76 林曼平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7 林淑芳 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 

78 林聖曦 臺南大學 

79 林碧鳳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80 林碧璇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板橋幼兒園 

81 林曉芬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新莊幼兒園 

82 林讌如 國光公托 

83 邱彥君 苗栗縣造橋鄉苗栗縣私立中祥幼兒園 

84 邱貴香 臺北市士林區臺北市私立敦品幼兒園 

85 凃宜婷 新北市石門區市立石門國小 

86 施如玲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87 施昱菁 清華大學幼教所 

88 施翠蓮 新北市永和區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附設新北市私立幼兒園 

89 洪淑芬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臺中市私立實習幼兒園 

90 胡玉玲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私立省思幼兒園 

91 胡玉晴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板橋幼兒園 

92 胡家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3 徐家琳 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小 

94 晏文娟 桃園市平鎮區桃園市立平鎮幼兒園 

95 桂亞珍 秀明幼兒園 



96 高大晏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私立亞特幼兒園 

97 高郡韓 
臺中市北屯區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 

98 高嘉婕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私立吉太幼兒園 

99 張巧君 特公盟 

100 張秀敏 桃園市八德區桃園市八德區霄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1 張佩玉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102 張蜀冬 新北市永和區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3 張翠娥 樹德科技大學 

104 張麗媛 宜蘭縣羅東鎮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5 莊秀香 無學校無單位目前無服務學校資料 

106 莊彩燕 金門縣金寧鄉金門縣金寧鄉古寧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7 莊慈慧 台北市立大學 

108 許月梅 台北市長安國小附幼 

109 許夙岑 宜蘭縣北成國小 

110 許如茵 基隆是東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111 許秀瑄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2 許育禎 新北市淡水區新北市私立育碩幼兒園 

113 許鈞雅 臺北市信義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14 許碧華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立金城幼兒園 

115 郭品華 基隆市中山區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116 陳司敏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學校行政碩士專班 

117 陳立哲 臺東縣長濱鄉縣立三間國小 

118 陳艾竹 馬偕專校幼保科 

119 陳秀燕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新榮富新莊幼兒園 

120 陳亞玫 雲門舞蹈教室 

121 陳佩伶 桃園市龜山區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 

122 陳玫秀 台北市立中山幼兒園 

123 陳芸淇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24 陳得蓉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25 陳淑珍 花蓮縣吉安鄉縣立稻香國小 

126 陳淑華 臺北市內湖區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127 陳嵐儀 彰化縣田中鎮彰化縣私立重愛幼兒園 

128 陳惠鈴 
臺南市學甲區財團法人天主教伯利恆文教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慈母非營利

幼兒園(臺南市政府核准申請辦理) 

129 陳惠禎 基隆市中山區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130 陳湘羚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立中正幼兒園 

131 陳瑞鳳 車籠埔國小附設幼兒園 

132 陳瑢菂 慈濟基金會幼托室 

133 陳碧鳳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市私立茱莉亞園幼兒園 

134 陳韶聿 彰化縣田中鎮彰化縣私立重愛幼兒園 

135 陳瑩怡 嘉義縣水上鄉嘉義縣水上鄉柳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6 陳曉芸 新北市中和區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7 陳麗容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 

138 陳麗真 南亞技術學院 

139 陳麗琴 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140 彭羽琪 政治大學 

141 彭欣怡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立新竹幼兒園 

142 彭儀華 楊梅幼兒園 

143 曾心瑜 古坑鄉華山國小 

144 曾奕秈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私立格林菲爾幼兒園 

145 曾渝絜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146 曾雅如 新北市淡水區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47 曾瓊盈 新北市中和區市立積穗國小 

148 游宛倫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149 程恩蓓 南亞技術學院 

150 黃尹柔 桃園市大溪區桃園市私立諾亞幼兒園 

151 黃玉娟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52 黃沛筠 宜蘭縣員山鄉財團法人大三鬮慈惠寺附設宜蘭縣私立幼兒園 

153 黃欣華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154 黃昱瑋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立中正幼兒園 

155 黃笠嘉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私立景新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台北市

兒童托育協會辦理） 

156 黃紹慈 台北市立大學 

157 黃靖雯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58 黃瑤珍 
新北市三芝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新北市私立馬偕

示範幼兒園 

159 黃慧華 宜蘭縣羅東鎮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60 黃曉婷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161 黃靜宜 新北市土城區新北市私立裕德幼兒園 

162 黃薰漪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私立圓心坊幼兒園 

163 黃馨誼 新北市汐止區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64 楊秀淨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65 楊宛樺 臺南市南化區市立南化國小 

166 楊淑雅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67 楊喻雯 新竹市私立南瓜田國際幼兒園 

168 楊程媛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169 楊曜誦 至善基金會 

170 葉亞蘋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新莊幼兒園 

171 葉芯怡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私立聖安朵幼兒園 

172 葉美楓 南瓜田幼兒園 

173 葉睿妤 台南市立第六幼兒園 

174 虞鳳桃 新竹市智兒館幼兒園 

175 詹惠婷 臺北市內湖區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76 雷養德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177 廖冠琳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私立衛理幼兒園 

178 廖凱嫻 臺北市南港區臺北市立南港幼兒園 

179 趙麗真 臺中市東區臺中市私立瑞光基金會附設瑞光幼兒園 

180 齊君蕙 聖母專校 

181 劉小鳳 台東新生幼兒園 

182 劉秀娟 建國國小附設幼兒園 

183 劉冠吟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84 劉品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85 劉美吟 
花蓮縣花蓮市社團法人國際兒童教育協會中華民國總會附設花蓮縣私立民勤

非營利幼兒園(花蓮縣政府委託辦理) 

186 劉素妹 臺北市萬華區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187 劉雅惠 宜蘭縣三星鄉宜蘭縣三星鄉三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88 劉懿珊 新北市淡水區市立興仁國小 

189 潘瑩芳 新北市蘆洲區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0 練雅婷 臺北市新生國小附幼 

191 蔡宏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192 蔡佳燕 東華大學 

193 蔡延治 台北市立大學 

194 蔡菁菁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95 蔣慧芬 特公盟 

196 鄭世儀 社團法人台北市親子成長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成長幼兒園 

197 鄭淑華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98 盧宜芬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199 盧雯月 台北市立大學 

200 盧韻璇 宜蘭縣羅東鎮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公正國小 

201 蕭珉芬 台北市私立陽光寶貝幼兒園 

202 蕭琦茵 苗栗縣苑裡鎮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03 賴宜均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04 賴宜宜 臺北市南港區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 

205 賴怡璇 中路非營利幼兒園 

206 賴品君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207 賴美玟 耕莘專校幼保科 

208 賴曉燕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立新竹幼兒園 

209 戴玉如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210 戴能娌 金門縣金沙鎮縣立金沙國小 

211 薛慧平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212 謝文慧 長庚科大幼保系 

213 謝美慧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214 鍾綺芬 新北市石門區新北市立石門幼兒園 

215 簡吟竹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安心幼兒園 

216 簡信佩 
新北市三芝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新北市私立馬偕

示範幼兒園 

217 簡美秀 基隆市安心幼兒園 

218 簡若淩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新莊幼兒園 

219 藍于昕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裕民幼兒園 

220 鄺靜辰 育達科技大學 

221 闕慧嘉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私立格林菲爾幼兒園 

222 魏台欣 基隆市東光國小附幼 

223 羅郁婷 基隆市中山區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224 羅湘庭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市中壢區自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25 羅瑋萱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226 蘇玉枝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227 蘇玉蓮 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228 蘇慧菁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229 鐘素翎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立新莊幼兒園 

230 鐘筱琦 花蓮縣私立佳姿幼兒園 

 

 



2017 年 10 月 13日–參與名單【發表團隊】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李素蘭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 黃瓊秋 臺北市中山區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 

3 楊繼敏 臺北市中山區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 

4 陳盈玉 臺北市私立重慶非營利幼兒園 

5 陳亭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6 林滋貴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7 蔡育瑜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8 葉詩婷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9 吳金燕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10 劉雅慧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11 葉玉嬌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12 林美妙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13 陳湘綺 桃園市大園區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4 陳如慧 新竹縣竹東鎮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5 鍾欣玲 苗栗縣三灣鄉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6 蔡妙文 臺中市大里區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 

17 賴佳虹 臺中市大里區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 

18 曹玉滿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19 林長漢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20 蔡芷瑋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21 郭怡吟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2017 年 10 月 13日–參與名單【與會貴賓＆各縣市承辦人】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柯雅齡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2 劉宜齡 基隆市七堵區基隆市七堵區華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 李育珊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4 莊梅桂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5 吳麗招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6 陳淑芬 苗栗縣教育處 

7 王才婷 信誼基金出版社 

8 王淑英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 14日–錄取名單 
(依照姓氏筆畫排列) 

錄取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學校 

1 丁一心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 丁雪茵 清華大學 

3 方錦平 台北市私立夢特梭利親兒園 

4 王子文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5 王小鳳 中央大學附設幼兒園 

6 王文君 臺北市萬華區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7 王秀美 彰化縣溪湖鎮彰化縣私立鉅陽幼兒園 

8 王思媁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9 王盈淳 臺北市南港區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 

10 王美蘭 宜蘭縣員山鄉財團法人大三鬮慈惠寺附設宜蘭縣私立幼兒園 

11 王致軒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龍祥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12 王梅錦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金城鎮古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 王潔榕 
新北市三芝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新北市私立馬偕

示範幼兒園 

14 王錦尹 新北市永和區新北市永和區網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5 王檍厤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市私立小哈力幼兒園 

16 朱育慧 臺北市中山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17 江彥蓁 臺中市沙鹿區臺中市私立文森幼兒園 

18 江詩妤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 江麗莉 清華大學 

20 何虹儀 桃園市大坡國小附幼 

21 何珮芸 基隆市中正區基隆市中正區正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2 余佩珍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23 吳佩瑛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附設私立員工幼兒園 

24 吳欣憓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25 吳彥慧 臺北市中山區臺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26 吳美珠 昇學幼兒園 

27 吳庭蓉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園 

28 吳紹婷 桃園市八德區桃園市立八德幼兒園 

29 吳蘭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0 呂惠敏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立金城幼兒園 

31 呂鎔均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市中壢區內定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2 宋以琳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中路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33 李文林 長庚科技大學 

34 李文漪 李氏姐妹幼兒園 

35 李永裕 育達科技大學 

36 李宜霈 無學校無單位目前無服務學校資料 

37 李昀珈 新北市新店區新北市立新店幼兒園 

38 李冠菁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中路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39 李美慧 
臺北市北投區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設臺北市私立雙連幼兒

園 

40 李英瑞 台中市私立卡帕幼兒園 

41 李英瑞 台中市私立卡帕幼兒園 

42 李家瑋 
新北市中和區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山北非營利幼

兒園(新北市政府委託辦理) 

43 李淑娟 臺南市安平區臺南市私立示範幼兒園 

44 李淑惠 樹德科技大學 

45 李淑雲 新北市新店區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6 李駱遜 國家教育研究院 

47 李麗君 基隆市長樂國小附幼 

48 杜凌慧 愛彌兒幼兒園 

49 辛宜津 正修科技大學 

50 卓文婷 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51 周明鈺 
桃園市桃園區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中路非

營利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52 周昕宜 臺北市立大學 

53 周珮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54 周意婷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5 周薏如 凱撒琳幼兒園 

56 東秋瑩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7 枋淑娟 新北市金山區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8 林予亭 台灣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59 林文吟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60 林月 桃園市私立桃源蒙特梭利幼兒園 

61 林永平 長庚科技大學 

62 林佑真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63 林君玳 臺北市信義區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64 林秀蓁 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65 林育如 新北市重慶國中附設幼兒園 

66 林佳穎 朝陽科技大學 

67 林宜君 新北市新店區龜山附幼 

68 林宜靜 
桃園市龜山區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文欣非營利

幼兒園(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 

69 林怡君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立松山幼兒園 

70 林欣怡 宜蘭縣三星鄉大洲國小附設幼兒園 

71 林姵辰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72 林秋如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東區竹蓮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3 林美娥 桃園市龜山區桃園市立龜山幼兒園 

74 林紝蕙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縣私立立人幼兒園 

75 林意佩 台中教育大學幼研所 

76 林碧鳳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77 林慧珍 宜蘭縣大洲國小附幼 

78 林麗香 宜蘭縣礁溪鄉縣立三民國小 

79 邱珮滋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平等幼兒園 

80 邱雅惠 鶯歌建國國小附幼 

81 凃宜婷 新北市石門區市立石門國小 

82 施柔 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83 施翠蓮 新北市永和區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附設新北市私立幼兒園 

84 洪淑芬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臺中市私立實習幼兒園 

85 洪淑萍 政大實幼 

86 洪綉榛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87 洪麗珠 中央大學附設幼兒園 

88 紀姵竹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89 胡家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0 唐鈺婷 臺東縣海端鄉縣立霧鹿國小 

91 徐家琳 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小 

92 徐莉林 愛德幼兒園 

93 晏文娟 桃園市平鎮區桃園市立平鎮幼兒園 

94 桂亞珍 秀明幼兒園 

95 涂珮苓 花蓮縣吉安鄉花蓮縣吉安鄉南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96 高大晏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私立亞特幼兒園 

97 高嘉婕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私立吉太幼兒園 



98 張建博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99 張惠雯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0 張蜀冬 新北市永和區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1 莊彩燕 金門縣金寧鄉金門縣金寧鄉古寧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2 莊慈慧 台北市立大學 

103 許夙岑 宜蘭縣北成國小 

104 許如茵 基隆市東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105 許秀瑄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6 許歆 基隆市信義區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7 許碧華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立金城幼兒園 

108 郭潔璇 臺北市中正區國防醫學院附設臺北市私立愛德幼兒園 

109 陳子晴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東門國小 

110 陳司敏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學校行政碩士專班 

111 陳立哲 臺東縣長濱鄉縣立三間國小 

112 陳秀燕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新榮富新莊幼兒園 

113 陳芊蓁 北市大安區公館國小附設幼兒園 

114 陳佩伶 桃園市龜山區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 

115 陳佳琪 新北市私立聯合幼兒園 

116 陳怡靜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117 陳玫秀 台北市立中山幼兒園 

118 陳芸淇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9 陳冠吟 苑裡國小附設幼兒園 

120 陳政廷 桃園市私立桃源蒙特梭利幼兒園 

121 陳映任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22 陳家賢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臺東市卑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23 陳淑珍 花蓮縣吉安鄉縣立稻香國小 

124 陳惠鈴 
臺南市學甲區財團法人天主教伯利恆文教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慈母非營利

幼兒園(臺南市政府核准申請辦理) 

125 陳惠禎 基隆市中山區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126 陳毓慈 新北市鶯歌區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27 陳瑞鳳 車籠埔國小附設幼兒園 

128 陳寧容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129 陳瑢菂 慈濟基金會幼托室 

130 陳碧鳳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市私立茱莉亞園幼兒園 

131 陳慧雪 林口區頭湖國小附設幼兒園 

132 陳憶瑄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3 陳曉芸 新北市中和區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4 陳麗容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 

135 陳麗真 南亞技術學院 

136 陳麗琴 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137 彭信禎 臺北市士林區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 

138 彭莉蕙 苗栗縣泰安鄉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39 彭儀華 楊梅幼兒園 

140 曾子俞 臺北市立內湖幼兒園 

141 曾心瑜 古坑鄉華山國小 

142 曾雅如 新北市淡水區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43 温翔雯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144 游玉芬 宜蘭縣冬山國小附幼 

145 程恩蓓 南亞技術學院 

146 黃尹柔 桃園市大溪區桃園市私立諾亞幼兒園 

147 黃玉娟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48 黃沛筠 宜蘭縣員山鄉財團法人大三鬮慈惠寺附設宜蘭縣私立幼兒園 

149 黃欣華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150 黃笠嘉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私立景新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台北

市兒童托育協會辦理） 

151 黃紹慈 台北市立大學 

152 黃筱珊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 

153 黃靖雯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54 黃瑤珍 
新北市三芝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新北市私立馬偕

示範幼兒園 

155 黃慧華 宜蘭縣羅東鎮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56 黃曉婷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宜蘭市立幼兒園 

157 黃靜宜 新北市土城區新北市私立裕德幼兒園 

158 黃韻竹 桃園市平鎮區桃園市立平鎮幼兒園 

159 楊秀淨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60 楊宛樺 臺南市南化區市立南化國小 

161 楊喻雯 新竹市私立南瓜田國際幼兒園 

162 楊晴雲 
臺北市中正區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臺北市私立螢橋非營利幼兒園(臺北

市政府委託辦理) 

163 楊曜誦 至善基金會 

164 楊馥帆 臺北市士林區臺北市私立敦品幼兒園 

165 葉亞蘋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新莊幼兒園 



166 葉美楓 南瓜田幼兒園 

167 葉睿妤 台南市立第六幼兒園 

168 詹桂婷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169 路燕琴 遊戲橘子幼橘園 

170 雷養德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171 廖敏妃 花蓮縣鳳林鎮花蓮縣鳳林鎮立幼兒園 

172 趙婉娟 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 

173 趙麗真 臺中市東區臺中市私立瑞光基金會附設瑞光幼兒園 

174 劉玉鳳 臺中市神岡區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 

175 劉秀娟 建國國小附設幼兒園 

176 劉宜齡 基隆市七堵區基隆市七堵區華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77 劉冠吟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78 劉津瑋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79 劉珈旻 新北市鳳鳴國小附設幼兒園 

180 劉美吟 
花蓮縣花蓮市社團法人國際兒童教育協會中華民國總會附設花蓮縣私立民勤

非營利幼兒園(花蓮縣政府委託辦理) 

181 劉素妹 臺北市萬華區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182 劉淑雯 苗栗市啟文附幼 

183 劉雅惠 宜蘭縣三星鄉宜蘭縣三星鄉三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84 劉懿珊 新北市淡水區市立興仁國小 

185 潘慧穎 基隆市中山區基隆市中山區仙洞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86 潘瑩芳 新北市蘆洲區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87 蔡小玲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新莊幼兒園 

188 蔡佳燕 東華大學 

189 蔡侑珊 臺北市中山區臺北市立中山幼兒園 

190 蔡延治 台北市立大學 

191 蔡曉玫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2 蔣慧芬 特公盟 

193 鄭世儀 社團法人台北市親子成長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成長幼兒園 

194 鄭宇彤 臺北市中正區國防醫學院附設臺北市私立愛德幼兒園 

195 鄭雨君 土城清水國小 

196 鄭淑華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97 鄭惠元 花蓮縣私立佳姿幼兒園 

198 鄭雅莉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99 盧姍姍 新北市中和區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00 盧宜芬 臺中市大甲區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201 盧雯月 台北市立大學 

202 蕭春媚 台南第一幼兒園 

203 蕭珉芬 台北市私立陽光寶貝幼兒園 

204 賴宜均 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05 賴宜宜 臺北市南港區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 

206 賴怡璇 中路非營利幼兒園 

207 賴美玟 耕莘專校幼保科 

208 賴淑真 宜蘭縣南安國小附幼 

209 賴曉燕 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市立新竹幼兒園 

210 戴玉如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211 戴能娌 金門縣金沙鎮縣立金沙國小 

212 謝文慧 長庚科大幼保系 

213 謝念芳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14 鍾綺芬 新北市石門區新北市立石門幼兒園 

215 簡吟竹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安心幼兒園 

216 簡信佩 
新北市三芝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附設新北市私立馬偕

示範幼兒園 

217 藍于昕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市私立永錡裕民幼兒園 

218 顏秀珊 
臺北市北投區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設臺北市私立雙連幼兒

園 

219 魏台欣 基隆市東光國小附幼 

220 魏淑芬 苗栗縣頭份鎮苗栗縣頭份市永貞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21 羅湘庭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市中壢區自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22 羅綿絨 士箱幼兒園 

223 羅韻珊 中山幼兒園 

224 蘇玉枝 基隆市安樂區基隆市立建德幼兒園 

225 蘇玉蓮 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226 蘇慧菁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227 鐘筱琦 花蓮縣私立佳姿幼兒園 

 

 

 

 

 

 



2017 年 10 月 14日–參與名單【發表團隊】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李素蘭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2 林鈺芳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3 邱家琪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4 周詒沛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5 潘秋伶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6 陳慧嘉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7 陳巧霈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8 陳煒均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9 王鏝萍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0 劉于瑋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1 江馨慧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2 唐瑋襄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3 黃筠茹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4 謝逸慧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5 饒舒毅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6 游若彤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7 陳秋樺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8 黃齡巧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 

19 陳盈玉 臺北市私立重慶非營利幼兒園 

20 陳華堯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1 藍逸詩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2 余依璇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3 陳夏恩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4 黃萱旻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5 林秀燕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6 凌子淯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7 周佳儒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8 蘇玉惠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29 蔡育瑜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30 林滋貴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31 葉詩婷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32 陳亭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33 胡慈恩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34 王依琦 基隆市暖暖區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35 陳湘綺 桃園市大園區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6 廖珮雯 桃園市大園區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7 曹玉滿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38 林長漢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39 蔡芷瑋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40 郭怡吟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41 劉小鳳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42 林美妙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43 呂靜慧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44 樊?玲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45 游鎔嫻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46 詹淑華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47 王淑慧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48 邱寶珠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49 薛中華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0 許淑閔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1 翁如慧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2 林茜如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3 黃馨儀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4 謝玉玲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5 廖新蓉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6 劉雅慧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7 蔡惠雯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8 余美婷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59 胡珮璇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0 張慧瑩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1 黃瑞蘭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2 李美芬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3 任孝娟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4 林淑芬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5 唐淑英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6 王春閔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7 莊文琴 桃園市龍潭區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68 鍾欣玲 苗栗縣三灣鄉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9 徐金瑛 苗栗縣三灣鄉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0 莊淑媛 苗栗縣三灣鄉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1 劉燕雯 臺南市將軍區臺南市立將軍幼兒園 

72 陳美如 臺南市將軍區臺南市立將軍幼兒園 

73 蔡玉晏 臺南市將軍區臺南市立將軍幼兒園 

 

2017 年 10 月 14日–參與名單【各縣市承辦人】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柯雅齡 臺北市文山區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2 張桂英 宜蘭縣政府 

3 陳淑芬 苗栗縣教育處 

4 李育珊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5 莊梅桂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6 吳麗招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