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第十屆教育大愛菁師獎 

獲獎名單 

序號 組別 姓名 學校 

1 01 高中職組 蘇倍儀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 01 高中職組 吳宗晏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3 01 高中職組 黃小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4 01 高中職組 曹詩穎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 

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5 01 高中職組 劉駿耀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6 01 高中職組 陳瑞榮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7 01 高中職組 鄭力瑋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8 01 高中職組 張見賓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9 01 高中職組 林梅英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 01 高中職組 潘扶德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附設 

私立正德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11 02 國中組 陳玉芬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12 02 國中組 楊尚青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13 02 國中組 李文旗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4 02 國中組 蔡雅琴 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 



15 02 國中組 李雅琳 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 

16 02 國中組 葉一萱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7 02 國中組 林明河 彰化縣立芬園國民中學 

18 02 國中組 陳錦松 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 

19 02 國中組 吳宛如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20 02 國中組 黃建豪 宜蘭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21 03 國小組 嚴翔樺 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 

22 03 國小組 林義祥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23 03 國小組 黃文慶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24 03 國小組 羅美竹 彰化縣和美鎮和仁國民小學 

25 03 國小組 黃振裕 雲林縣斗六市梅林國民小學 

26 03 國小組 賴玟䅽 嘉義市僑平國民小學 

27 03 國小組 鍾芳亷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 

28 03 國小組 孫東志 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 

29 03 國小組 江淑瑰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國民小學 

30 03 國小組 洪進益 澎湖縣馬公市立石泉國民小學 

31 04 幼兒園組 劉秀玲 臺北市私立慧光幼兒園 

32 04 幼兒園組 蕭淑芬 臺北市立中正幼兒園 

33 04 幼兒園組 劉倢騏 新北市私立仁慈幼兒園 

34 04 幼兒園組 張馨仁 
新北市金山區 

金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5 04 幼兒園組 楊璧娟 
桃園市龜山區 

大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6 04 幼兒園組 葉美華 
臺南市七股區 

竹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7 04 幼兒園組 林玉萍 
苗栗縣南庄鄉 

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8 04 幼兒園組 王盈茹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 

39 04 幼兒園組 吳美珠 嘉義縣私立昇學幼兒園 

40 04 幼兒園組 李映緯 
花蓮縣卓溪鄉 

古風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1 05 特殊教育組 沈惠珍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42 05 特殊教育組 王玫霙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43 05 特殊教育組 林美吟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44 05 特殊教育組 黃絹文 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45 05 特殊教育組 吳庭妤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 

46 05 特殊教育組 吳曉芳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47 05 特殊教育組 葉志偉 彰化縣北斗鎮北斗國民小學 

48 05 特殊教育組 陳鄯向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49 05 特殊教育組 張淑峯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50 05 特殊教育組 陳儀芝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51 05 特殊教育組 王珮均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52 05 特殊教育組 邱詩惠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53 06 偏鄉離島組 謝銘昇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54 06 偏鄉離島組 黃鴻斌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55 06 偏鄉離島組 黃士益 臺南市立將軍國民中學 

56 06 偏鄉離島組 吳美玲 苗栗縣立造橋國民中學 

57 06 偏鄉離島組 陳昌維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國民小學 

58 06 偏鄉離島組 林梅君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民小學 

59 06 偏鄉離島組 田楊橋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60 06 偏鄉離島組 黃香梅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國民小學 

61 06 偏鄉離島組 張菁媛 
屏東縣泰武鄉 

武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2 06 偏鄉離島組 陳俐君 
臺東縣長濱鄉 

竹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