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序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許嘉文 曾雅惠 張瓊云 施昱如 鄭麗美 葉淑君 潘婉清 1英 陳妍君 3自 賴森華 校    長

2 吳玉暖 陳堯方 江佩霖 劉欣雅 李亞壎 張麗美 許庭瑤 2英 王璧鈴 4自 蔡育昇 教務主任

3 黃姿碧 吳金芳 李佳容 吳秀真 鄭佑津 林瑞裕 周曉葶 3英 李淑儀 4自 盧淑萍 學務主任

4 王絲淇 吳冠群 陳怡婷 李學書 蘇銘德 彭康成 徐榕蓮 3英 羅烈亮 5自 陳明秀 總務主任

5 楊雅惠 邱麗娟 洪瑞鴻 張雁雲 黃千慈 陳怡君 董貞汝 1、4英 李建孟 3、5自 蔡坤陵 輔導主任

6 林薏慈 蔡亞萍 侯雅惠 莊志源 辜永衛 謝明璋 游喨茵 4英 葉俊顯 6自 蔡佳妏 教學組長

7 雲鈺芝 林崇慧 黃莉斐 錢慧敏 吳昭峰 郭文棋 陳彥如 5英 張昭仁 5社 謝炳睿 課研組長

8 林秀英 文玉琳 陳毅倫 莊淑娟 許明珠 陳慧娟 許文華 5.6英 蘇郁翔 5、6社 陳郁涵 學籍組長

9 彭麗琴 張慶元 葉瑛俐 宋維君 江俊龍 蔡東霖 高伊蓮 6英 詹莉萍 6社、4美演 邱昭士 資訊組長

10 翁毓屏 單韻如 李佩君 周宛臻 李宜靜 林雪琴(藝才班) 倪淑娟 1、2健 陸惠琪 3、4音 郭盈昕 生教組長

11 陳瓊娟 金慧秀 余佳諭 黃崇劭 莊季樺(藝才班) 10 林溪連 1體 林雅屏 5、6音 蔡宜君 環教組長

12 高翠秀 11 陳偉群 黃諦納(藝才班) 11 李春桃 2健體 范競壬 3美演 連曙輝 活動組長

13 陳寶如 李櫟永 12 鄭伯豪 3健體 禹孟潔 5美演 黃俊欽 體育組長

14 曹淑惠 林汶森(藝才班) 劉正當4體 彭詩歷 6、4美演 黃麗燕 文書組長

15 廖秋蘭 14 簡迪齡 5健體 郭玥妦 4、6資 吳曉萍 輔導組長

16 15 洪佳琪 6健體 許菁尹 3、5資 林淑貞 社教組長

17 國小正式教師 商借1 盧淑萍(復興小) 施美合 4閱推 鄭佾錡 3、5健體 鍾佩蓉 特教組長

18 國小正式教師 商借2 蔡育昇(南勢小) 羅惠予511(術導) 劉怡芳314(術導)

19 國小正式教師 借調1 張惠玲(教育局) 賴靜怡610(術導) 陳乃瑜412(術導)

20 國小正式教師 借調2 楊雅玉(瑞平小) 丁郁穎專輔教師 陳怡安專輔教師

21

編號 專職(7位) 鐘點教師 鄉土語言支援教師 資源一 特教一 補校 工友 約僱/臨時人員

1 白幸巧(會計主任) 傅桂英 客語 林例嬌 黃盈禎 黃麗燕(主任) 劉雅茹(主任) 吳慧柏 王維堅 黃國興(司機)

2 劉坤枝(人事主任) 林翠蓮 客語 李佩均 林良翰 林淑貞(幹事) 江盈穎(教學組長) 高淑敏 張妙姐 蔡金燕(助理員)

3 黃品瑋(事務組長) 黃麗霞 客語 資源二 徐尉宸 劉奕萱(保育組長) 施伊玳 連敏惠 鄭萬福(守衛)

4 陳宥芯(出納組長) 潘美珠 原語 林江皇 吳曉彣 黃秀琪 李福氣 吳崑源(守衛)

5 林燕琇(幹事) 謝秀瑛 原語 許恆旗 林維恩 陳又維 何玉香 楊薾丞(場管教練)

6 江淑珍(護理師) 慕雅妮 印語 資源三 陳羿辰 何翊寧(行政教保員) 陳宗勳

7 林玉卿(護理師) 李金香 泰語 劉秉樺 劉秀嫚 黃佩雯(教保員)

8 黃秀梅(護理師) 王青雲 越語 林佳妮 賴柔蓁(教保員)

9 謝宛芳(營養師)

科任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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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註：科任表列僅呈現主要授課領域，非唯一授課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