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帳號 姓名 帳號 姓名 帳號 姓名 帳號 姓名 帳號

彭裕晃校長 jjhead 朱雅萍 t029        黃玉嘉 t120 熊德勝 t076 林怡珊 t033

陳秀紅主任 jjes05 周麗鳳 t061 陳曉慧 t063 余昭蓉 t087 賴敏婉 t105

劉孟甄主任 jjes18 曾玉束 t030 黎安欽 t017 梁慧君 t162 陳秋雲 t043

鍾庭良主任 jjes17 張齣云 t220 閻秀英 t042 徐佩鈴 t192 許菁茹 t108

呂靜昀主任 jjes11 陳慧珍 t022 楊舒婷 t052 陳月琴 t196 邱聖惠 t109

陳玫妡主任 jjes15 黃美嘉 t057 譚玉萍 t082 陳慶華 t023 謝櫻子 t110

劉雪真主任 jjes16 姜吟芳 t209 劉德一 t085 謝宛臻 t201 劉蘇丹 t111

洪婉軒 t134 章康義 t090 邱玉玲 t197 張玉娥 t113

林靜宜 t035 陳麗竹 t059 徐維里 t079 蔡淑惠 t037

駱惠中組長 t010 羅燕萍 t238 秦嘉智 t084 林文士 t218 黃姿盈 t246

楊大慶組長 t190 鍾家昀 t255 莊佩雯 t223 林啓禎 t237 吳淑娟 t058

費文清組長 t018 陳玉珊 t256 許囷芸 t151

陳 駿組長 t013 徐明裕 t139

梁翠容組長 t261 鄭晶晶 t166

賴韻帆組長 t182 楊亞璇 t258 劉國伶 t031

熊德焜組長 t016 方茹萱 t259 李如華 t081

張文明組長 t083 林冠妤 t260 吳美麗 t045

李國生組長 t091 詹佳樺 t250 劉秋華 t026

王慧琴組長 t075 羅芳如 t112

林瑄敏組長 t140 黃淑娟 t215 左金蘭 t107

陳宏瑞組長 t020 盧長亭 t080

朱俊龍組長 t053 劉芳美 t047

趙明珊組長 t262 黃秋萍 t095

黃思蓓 t179

范詠葳 t204

朱玉萍 t054

林雨蓁 t239

張承渝 t243

陳泔樺 t257

張秀玉 t169

姓名 帳號 姓名 帳號 姓名 帳號 姓名 帳號

徐雪瓊 t245        張瑞玲 t096 徐玉浩 t088 叢興嫻 t118

張莉珍 t019        賴素麗 t115 魏麗秋 t089 黃莘雅 t119

賴淑芳 t133 袁素貞 t098 羅翠萍 t046 馬秀敏 t121

李愛雯 t038 許曉萍 t069 李秀珠 t100 蔡瑋芝 t210

鍾畇蓁 t050 黃永豐 t068 林淑珍 t094 吳孟儒 t123

謝孟君 t240 沈瑞容 t074 李欣儒 t202 溫靜婕 t177

羅勻辰 co12 陳淑琳 t188 方雍仁 t073 林秀卿 t136 鄧雅文  t021

楊淑雅 co10 涂子芳 t189 林佩君 t183 陳眉君 t207 林義鎮 t157

      蕭竹苗 co03 萬愛蓮 t040 張妙慧 t048 許淑貞 t099 溫稚婕 t198

      郭天爵 co05 賴雅真 t152 林佩采 t051 曾宇亭 t247 周德威  t219

     熊梅珍 co07 張寶珠 t064        林淑美 t065 徐榮駿 t208 薛婉儀 t199

      蔡曉薇 co09 徐美娟 t041 吳玫真 t228 王彥茹 t200

劉碧素 co11

趙佩瑛園長 t158

郭美雲組長 t127

楊惠蘭 t131

謝家有 t226

謝瑞玲 t124

古素文 t130

劉慧敏 t129

劉美秀 t178

丁淑芳 t216

鐘點教師

三年級導師 五年級導師

職員幹事

幼兒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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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任教師

教師兼任行政

二年級導師 四年級導師 六年級導師 特教資源教師

校長及主任

藝才班術科老師

一年級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