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09學年度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專業支持─分區一覽表 

組別 行政區 學校名稱 教師 

◎ 第一區(16人) 

第一區區長 西屯區 大鵬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良薰 

1-1組長 中區 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江意娟 

 中區 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蔡瓊慧 

 西區 忠信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萍 

 西區 忠信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貞霓 

1-2組長 北區 太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韻珍 

 北區 太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閔晴 

 西區 忠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沈維珉 

 西屯區 上石國小附設幼兒園 洪芷妮 

 西屯區 上石國小附設幼兒園 廖芷盈 

 南區 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凌玉倫 

1-3組長 西屯區 大鵬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湘敏 

 西區 忠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鶴齡 

 西屯區 臺中啟聰學校 鞠宗紋 

 西屯區 泰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瀞筠 

 西屯區 泰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維梃 

◎第二區(19人) 

第二區區長 大里區 大里國小附設幼兒園 康惠雯 

2-1組長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英瑛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田筱瑜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湘涵 

 太平區 宜欣國小附設幼兒園 涂瀞丰 

 清水區 三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品諭 

 沙鹿區 公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詩婷 

2-2組長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永純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碧珍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怡慧 

 沙鹿區 沙鹿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淑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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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鹿區 公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何姿穎 

 西屯區 台中啟聰學校 廖淑惠 

2-3組長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江昭蓉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思渟 

 大里區 大里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秀琪 

 太平區 宜欣國小附設幼兒園 朱高慧 

 大里區 立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蕙綺 

 大里區 立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秭瑜 

◎第三區(15人) 

第三區區長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婉琛 

3-1組長 南區 信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范淑雅 

 南區 信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賴明麗 

 南區 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莊雅婷 

3-2組長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信惠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趙淑華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舒涵 

 南屯區 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塗佩珣 

 南屯區 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莊婉君 

3-3組長 烏日區 僑仁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郁婷 

 烏日區 僑仁國小附設幼兒園 梁美子 

 烏日區 喀哩國小附設幼兒園 游㛢菱 

 烏日區 喀哩國小附設幼兒園 洪苡榕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靜珮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錦輝 

◎第四區(18人) 

第四區區長 大甲區 文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盈瑤 

4-1組長 大甲區 順天國小附設幼兒園 姚育儒 

 大甲區 順天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資婷 

 大甲區 文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詩韻 

 沙鹿區 沙鹿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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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區 三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惠貞 

4-2組長 清水區 清水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蓓薇 

 清水區 清水國小附設幼兒園 石茹方 

 清水區 大秀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晶榕 

 清水區 大秀國小附設幼兒園 蘇婉鳳 

 沙鹿區 北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茹琪 

 沙鹿區 北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羅怡婷 

4-3組長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楊芷芸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芊霈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趙偉智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亭羽 

 龍井區 龍泉國小附設幼兒園 邱秀芬 

 龍井區 龍泉國小附設幼兒園 謝佩珠 

◎第五區(16人)  

第五區區長 大雅區 文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姿佳 

5-1組長 大雅區 文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謝佩真 

 神岡區 岸裡國小附設幼兒園 鄒雅婷 

 神岡區 岸裡國小附設幼兒園 沈芳如 

 大雅區 三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曾壹思 

 大雅區 三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黃繹佳 

 后里區 台中啟明學校 楊可欣 

 后里區 台中啟明學校 林孟宣 

5-2組長 豐原區 豐原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瑩珊 

 豐原區 豐原國小附設幼兒園 周漢美 

 豐原區 福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于虹 

 豐原區 福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菁薇 

 東勢區 東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劉品均 

 東勢區 東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宜庭 

 石岡區 土牛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奕如 

 石岡區 土牛國小附設幼兒園 杜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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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區(12人) 

第六區區長 潭子區 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甚組 

6-1組長 潭子區 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富美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盧彥蓁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張家瑋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郭怡如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林佳蓁 

6-2組長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韻安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白宜芳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楊咅紜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吳美瑩 

 太平區 坪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王麗芬 

 太平區 坪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李秀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