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縣市 任教學校 職稱

1 余素梅 國教署 國立玉里高級中學 主任

2 蔡慧瓊 國教署 國立金門高級中學 教師

3 陳湘玲 基隆市 基隆市立東光國民小學 教師

4 鄭茜文 臺北市 臺北市立幸安國民小學 組長

5 尤雅智 臺北市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教師

6 陳嘯虎 臺北市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教師

7 邱丞 臺北市 臺北市立萬興國民小學 教師

8 李芳淇 新北市 新北市立三重高級中學 教師

9 林佩玲 新北市 新北市立三峽國民小學 組長

10 林璿姿 新北市 新北市立三峽國民小學 組長

11 李呂育臻 新北市 新北市立大觀國民小學 教師

12 蔣錦繡 新北市 新北市立中和高級中學 教師

13 陳弘芳 新北市 新北市立中園國民小學 教師

14 張燕婷 新北市 新北市立北新國民小學 教師

15 劉怡伶 新北市 新北市立永平高級中學 主任

16 沈昱儒 新北市 新北市立永定國民小學 教師

17 王震宇 新北市 新北市立光華國民小學 主任

18 許惠雅 新北市 新北市立光華國民小學 組長

19 陳玥臻 新北市 新北市立光華國民小學 教師

20 陳俞芳 新北市 新北市立光華國民小學 組長

21 朱晉杰 新北市 新北市立安康高級中學 主任

22 陳瑩娟 新北市 新北市立安康高級中學 組長

23 蘇幼良 新北市 新北市立沙崙國民小學 教師

24 黃月慧 新北市 新北市立忠義國民小學 主任

25 楊淑玲 新北市 新北市立昌隆國民小學 教師

26 黃子舜 新北市 新北市立昌福國民小學 主任

27 老嘉琪 新北市 新北市立明志國民小學 組長

28 李沂婕 新北市 新北市立明志國民小學 組長

29 沈睿涵 新北市 新北市立明志國民小學 組長

30 林姵伶 新北市 新北市立明志國民小學 組長

31 閔秀芳 新北市 新北市立明志國民小學 教師

32 李玉玫 新北市 新北市立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教師

33 吳府欣 新北市 新北市立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秘書

34 張可函 新北市 新北市立樂利國民小學 教師

35 吳淑華 新北市 新北市蘆洲區蘆洲國民小學 教師

36 陳佳慧 桃園市 桃園市立大忠國民小學 教師

37 黃宥榛 桃園市 桃園市立大忠國民小學 教師

38 蔡佳玲 桃園市 桃園市立大忠國民小學 教師

39 詹千慧 桃園市 桃園市立宋屋國民小學 教師

40 李怡靜 臺中市 臺中市立大同國民小學 教師

41 許瑞昌 臺中市 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主任

42 廖桂涓 臺中市 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43 鄭仰哲 臺中市 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44 柯淑惠 臺中市 臺中市立神岡國民小學 主任

45 陳一隆 臺中市 臺中市立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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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施佳慧 臺中市 臺中市立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組長

47 施淑津 彰化縣 彰化縣立鹿港國民小學 教師

48 楊松翰 高雄市 高雄市立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49 周筱葳 高雄市 高雄市立前鎮高級中學 教師

50 林百鴻 高雄市 高雄市立前鎮高級中學 主任

51 陳秋燕 高雄市 高雄市立高雄女子高級中學 教師

52 何秉鈞 高雄市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主任

53 謝佩珊 高雄市 高雄市立瑞祥高級中學 教師

54 李麗桂 高雄市 高雄市立路竹高級中學 教師

55 劉芳杏 花蓮縣 花蓮縣立宜昌國民小學 教師

56 張惠雯 花蓮縣 花蓮縣立鑄強國民小學 組長

57 楊杰頤 金門縣 金門縣立卓環國民小學 主任

58 翁郁玫 金門縣 金門縣立金鼎國民小學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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