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類別 所在縣市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電話 願意服務區域 任教科別

1 尤建捷 調查員 屏東縣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秘書 08-7805510轉101 高雄、屏東 特殊教育
2 王中興 調查員 臺東縣 臺東縣立大王國民中學/校長 089-781324轉10 花蓮、臺東 社會公民
3 林純如 調查員 高雄市 高雄市立鼓山區明華國民中學/教師 07-5502001 高雄、屏東 歷史
4 徐源凱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2-2836-6052轉211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5 高珠鈴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校長 08-7322306轉11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6 張瑞群 調查員 臺東縣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校長 089-322039轉100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7 莊玫欣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校長 02-22362852轉11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文科
8 陳佑淵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4-23914533轉711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9 陳渼侖 調查員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市饒明國民小學/教師 04-8320059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10 陳葦芸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教師 06-267333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11 彭連煥 調查員 高雄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校長 07-7012831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12 黃建勳 調查員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教師 049-2982144轉12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3 黃貴卿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四張犁國民中學/教師 04-24210380 臺中、彰化、南投 美術

14 趙克中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校長 06-2223014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數學

15 劉富連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長治鄉德協國民小學/校長 08-7621844轉11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16 蔡進裕 調查員 基隆市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2-24278274 臺中、彰化、南投 數學科

17 蔡鎮名 調查員 嘉義縣 嘉義縣義竹鄉義竹國民小學/校長 05-3412203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18 鄭祺怡 調查員 宜蘭縣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03-9566659轉7805 新北、臺北、基隆、宜 藝術與人文及特教班
19 簡志琦 調查員 宜蘭縣 宜蘭縣礁溪鄉四結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03-9284751轉10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20 顏婉玲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02-23715520轉20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文
21 吳杰穎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02-22300506轉521 新北、臺北、基隆、宜 配管科
22 林倩如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建國民中學學/專任教師 02-23034381轉808 新北、臺北、基隆、宜 公民與社會

23 黃銀姝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安南國民中學/教師兼導師 06-2567384轉128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文

24 簡子棋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8-8322014 高雄、屏東 英語
25 王淑娟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導師 08-7333478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26 劉燕霏 調查員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候用校長 03-3322101轉7416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27 黃玉宏 調查員 桃園市 桃園市教育局校安學輔室/候用校長 03-3322101轉7452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28 林佩玟 調查員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教師 07-3482070轉142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29 魏鈺珊 調查員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教師 06-5052916 高雄、屏東 童軍、公民、輔導、家
30 周威同 調查員 臺東縣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教師 089-321268轉319 高雄、屏東 公民與社會
31 劉怡真 調查員 基隆市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生教組長 02-24342456轉2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文科

32 羅智揚 調查員 新竹市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3-5258748轉306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公民與社會

33 曹宇君 調查員 嘉義縣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教師 05-2304511轉123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34 陳佩瑩 調查員 嘉義縣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教師 05-2304511轉125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35 葉晉佳 調查員 彰化縣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導師 04-8745820轉2131 臺中、彰化、南投 數學
36 洪士訓 調查員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課程督學 04-7222151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37 呂家清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實習

處主任
04-25872137轉501 臺中、彰化、南投 室內空間設計科

38 曾莉婷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來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幼兒

園主任
08-7850411轉15 不分區域 幼兒園不分科

39 黃玫菁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導師
06-3310688轉603、

613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英語

40 廖婕軒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教師兼輔

導主任
04-22447043轉710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41 鄭才新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實習

組長
02-27226616轉517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電機科

42 郭宗銘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資優班教 04-25262064轉161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43 連瑞琦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公館國民小學/教師 02-27351734轉210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44 王淑美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教師 02-28224682轉222 新北、臺北、基隆、宜 家政

45 蘇宗莉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輔導

教師
02-27226616轉724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生涯規劃、輔導教師

46 林佳穎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師 02-25924446轉268 新北、臺北、基隆、宜 特殊教育
47 徐月漪 調查員 臺東縣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國民小學/教師 089-791530轉14 花蓮、臺東 國小不分科

48 施文平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教師 06-2711640轉71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49 潘政緯 調查員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教師 06-9272165轉221 離島 國小不分科
50 吳忠勳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四維國民小學/教師 08-7761987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51 李連芬 調查員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7-8116575轉811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52 傅莉芬 調查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教師 02-28912091轉2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歷史、跨域彈性課程

53 李倩鈺 調查員 臺東縣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民小學/校長 089-322807轉201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54 黃向秀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6-3563568轉15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55 陳聖惠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佳里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6-7222244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綜合活動家政

56 鐘協衡 調查員 花蓮縣 花蓮縣立玉東國民中學/校長 03-8851062轉11 新北、臺北、基隆、宜 科技、數學
57 黃文聰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大平國民小學/校長 08-8891584轉11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58 王雅惠 調查員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08-8322244轉102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59 劉旭燿 調查員 高雄市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07-3815366轉2332 高雄、屏東 數學
60 林聖凱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導師 04-23124000 不分區域 公民與社會
61 鮑明鈞 調查員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03-8222344轉301 花蓮、臺東 國小不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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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歐志昌 調查員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務

主任
07-7613875轉510 不分區域 數學

63 鄭喬勻 調查員 基隆市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2-24278274轉295 新北、臺北、基隆、宜 公民與社會
64 鄭煒儒 調查員 新北市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師 02-26203930轉318 新北、臺北、基隆、宜 公民與社會科
65 何玉萍 調查員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級任導師 02-29980443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66 黃志弘 調查員 彰化縣 彰化縣石牌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04-7381672轉114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67 趙大偉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教師 04-26262042轉214 不分區域 自然領域地球科學
68 俞昭銘 調查員 宜蘭縣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特教教師 03-9512626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特殊教育
69 林莉棻 調查員 高雄市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家長協會/榮譽理事 高雄、屏東 家長團體

70 陳文瑜 調查員 嘉義市 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校長 05-2232280轉111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71 卓奕宏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教師
04-26262042轉214、

215
臺中、彰化、南投 生物科

72 周秀玲 調查員 嘉義市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05-2858549轉654 不分區域 特殊教育
73 廖季英 調查員 高雄市 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園長 07-5522066轉10 高雄、屏東 幼兒園不分科

74 蔡明輝 調查員 臺南市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06-2371206轉20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資訊科技

75 王雅代 調查員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3-3347883轉2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76 李海莉 調查員 臺南市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實習處主任 06-2304082轉8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健康與護理

77 沈秀樺 調查員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課研組長 03-9322064轉10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78 洪銘鍵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4-26315032轉711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79 紀志聰 調查員 臺南市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課程督學 06-7222150轉220 不分區域
數學（數學學科中心研

究教師）
80 范貴玉 調查員 嘉義市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課程督學 05-2786113轉11 不分區域 國中國文

81 李宜芳 調查員 臺南市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導師 06-2131928轉121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語文

82 翁崇文 調查員 嘉義市 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校長 05-233-8264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83 張金田 調查員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03-3682943轉5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84 張翠倫 調查員 高雄市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國民小學/校長 07-6962254轉10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85 郭品禎 調查員 苗栗縣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教師 037-476855轉110 不分區域 公民與社會科
86 陳佳嘉 調查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03-4713610轉211 臺中、彰化、南投 歷史科
87 陳姿妤 調查員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秘書 089-350575轉2901 花蓮、臺東 資料處理科
88 黃尤姝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大安幼兒園/園長 04-26710363轉299 不分區域 幼兒園不分科

89 黃俊傑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校長 06-2531850轉70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90 黃慧森 調查員 屏東縣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輔導主任 08-7882017轉901 不分區域 家政、輔導

91 賴月雲 調查員 臺南市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民小學/退休教師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92 王延煌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校長 04-7222121轉39001 臺中、彰化、南投
93 吳昌倫 調查專業人員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南屏國民小學/退休教師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94 李通傑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02-22300506轉101 新北、臺北、基隆、宜 電機科
95 林靜怡 調查專業人員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教師 037-320072轉258 臺中、彰化、南投 國文科
96 邱蕙萍 調查專業人員 屏東縣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科主任 08-7991605 高雄、屏東 食品加工科
97 侯俊良 調查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北區賢北國民小學/教師 06-3501433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98 徐東弘 調查專業人員 高雄市 高雄市英明國民中學/校長 07-7150949轉10 不分區域 自然
99 殷童娟 調查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2-2942-2270 不分區域 家政教育科

100 張旭政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教師 04-22979601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01 曹志明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學務

主任
04-8882224轉311 臺中、彰化、南投 廣告設計科

102 莊易耕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國民小學/教師 04-7862029轉124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03 許顥騰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教師 03-4392164 新北、臺北、基隆、宜 體育科

104 黃洲海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校長 04-8960121轉1101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電腦丶生物丶物理

105 黃峻宏 調查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校長 06-2301873轉101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文科

106 楊靜芳 調查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校長 06-5731019轉10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107 梁立鑑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大華國民小學/教師 03-3232664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08 童文妮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教師會/臺中市教師職業工會/政

策部主任
04-23202148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09 陳育利 調查專業人員 新竹市 新竹市育賢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03-5223075轉162 不分區域 特殊教育
110 張永青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教師 04-23896934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11 廖冠博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教學組長 049-2332625轉121 臺中、彰化、南投 理化
112 簡文忠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大成國民小學/教師 049-2916517轉16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13 李志章 調查專業人員 屏東縣 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8-7701864轉18 高雄、屏東 物理

114 鍾興華 調查專業人員 苗栗縣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教師 037-66340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特殊教育

115 涂世達 調查專業人員 苗栗縣 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學務主任 037-663207轉301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社會領域地理科

116 蘇美雪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學/教師 03-3698170轉35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體育

117 張瓊方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3-3525580轉209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歷史

118 陳俊志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青埔國民中學/教師 03-2871886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文

119 曾英哲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教師

臺北市市教師會/理事
02-23064311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國小不分科

120 廖佳仁 調查員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教師兼組

長
03-4523202轉52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21 趙柏原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學/總務主任 03-3672706轉607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文科、輔導科、生涯

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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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盧忠男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學務主任 04-23588022轉730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23 楊芳梅 調查員 南投縣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專任輔導

教師
04-37061548 不分區域

輔導科、生涯規劃、生

命教育

124 江建新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03-4769113轉2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25 林來利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公埔國民小學/校長 03-3243852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26 余豪傑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3-4830160轉2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27 董書攸 調查專業人員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教師 07-5522541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128 臧俊維 調查專業人員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專

任教師
07-5525887轉224 高雄、屏東 數學科

129 謝艾萍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

等學校/教師
03-3333921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體育科

130 陳瑩翰 調查專業人員 金門縣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82-326582轉563 臺中、彰化、南投 化學科
131 陳逸棻 調查專業人員 金門縣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 082-333508轉852 離島 家政科
132 李佑宗 調查專業人員 新竹縣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03-5322175轉229 不分區域 製圖科
133 許莉甄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師 049-2913483轉313 臺中、彰化、南投 英文科

134 謝中憲 調查專業人員 雲林縣 雲林縣北港鎮北辰國民小學/教師 05-7832153轉16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135 許逸軍 調查專業人員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崇德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5-6322806轉092 臺中、彰化、南投 生活科技
136 方線誠 調查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中學/教師 02-22766326轉21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文、英文、公民與社
137 蔡美華 調查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02-22472993轉26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38 許歆宜 調查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2-29103483轉71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39 彭唯芳 調查專業人員 新竹市 新竹市香山區香山國民小學/教師  03-5386164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40 戴鳳琴 調查專業人員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教師 03-5774287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141 方仁瑞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陽明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4-7222263轉308 不分區域 理化、生物

142 張永坤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教師兼事

務組長
04-7523944轉23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43 張演中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輔導處主任 04-25562012轉3201 臺中、彰化、南投 國中理化
144 蔡如涵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西區忠明國民小學/教學組長 04-23172860轉717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45 王立宜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教師 04-26568928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46 許士彥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教師 02-28316293轉233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47 吳季玲 調查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教師 06-5722145轉205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除一般教師證外，另有

自然科加註專長教師證
148 柯逸凡 調查專業人員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音教組組 06-9272165轉221 離島 國小不分科

149 方世齡 調查專業人員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南屏國民小學/教師 03-9323795轉3232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50 林佩玓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教師 02-2709501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51 鄭順裕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02-28912052轉126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52 盧舒盈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02-25942635轉73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53 洪慧伶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輔導教師 02-28366052轉24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54 葉青芪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02-28210702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55 張育倫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主任 02-85021571轉140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56 李育翰 調查專業人員 嘉義縣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國民中學/分校主任 05-2590238轉1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輔導活動

157 張立民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民小學/教師 049-2752437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58 林秋英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教師 049-2982055轉116 臺中、彰化、南投 國文科

159 葉劍英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03-3813001轉321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公民與社會

160 陳建志 調查專業人員 高雄市
高雄市瑞祥高級中學/退休教師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顅問
07-7235660 高雄、屏東 物理

161 黃倩雯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國民中學/教師 04-24927226轉703 臺中、彰化、南投 公民

162 黃莉雅 調查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06-5781203轉8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163 黃鈺菁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生輔組長 049-2222269轉2122 臺中、彰化、南投 數學
164 戴世麒 調查專業人員 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2-24248191轉45 新北、臺北、基隆、宜 數學

165 溫淑君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新勢國民小學/教師 03-4937563轉61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166 陳時文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立埔心鄉埔心國民中學/專任教 04-8291129轉51 臺中、彰化、南投 理化科

167 許沛緗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鹿東鎮鹿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教師
04-7756521轉27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幼兒園不分科

168 柯進輝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教師 04-25223369轉718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169 李杰沛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中學/教師 02-27991817轉110 新北、臺北、基隆、宜 自然科

170 沈彥宏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大同區忠孝國民中學/資優召集

人
02-25524890轉67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理化、輔導、音樂、表

藝、資優、身心障礙教

師證
171 邱念晟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教師 02-27364687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172 陳伶姮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至善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4-27057587轉302 臺中、彰化、南投 數學科
173 林佩君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國民中學/輔導主任 049-2332625轉151 臺中、彰化、南投 公民、童軍

174 游翔鈞 調查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東興國民中學/教師兼導

師
03-4583500轉32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理化科

175 陳宥潔 調查專業人員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07-3867458轉740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176 金煌杰 調查專業人員 南投縣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總務主任 049-2802619轉401 不分區域 歷史
177 陳科名 調查專業人員 屏東縣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08-7937493轉520 高雄、屏東 化學科
178 吳沛澐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就業組長 04-8727303轉5102 不分區域 特殊教育
179 涂淑惠 調查專業人員 高雄市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07-6612502轉200 不分區域 英文

180 李寶利 調查專業人員 臺南市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總務主任 06-2514526轉501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歷史科

181 施富耀 調查專業人員 雲林縣 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總務主任 05-6962013轉219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地理

182 時延彰 調查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立瑞芳區瑞芳國民中學/學務主 02-24972145轉220 不分區域 數學

183 張佑正 調查專業人員 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民中學/設備組長 05-2652014轉113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自然（理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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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林吟馨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立彰化市彰泰國民中學/特教組 04-7369676 臺中、彰化、南投 公民

185 吳旻儒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組長
04-23303118轉303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汽車科

186 蔡章弘 調查專業人員 臺東縣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國民中學/教導主任 089-561255轉212 不分區域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187 陳俊宏 調查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立東區復興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06-3310688轉101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生物科

188 郭小蘋 調查專業人員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督學 08-7320415轉3611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189 蔡瑞東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灣家長教育聯盟/副理事長 02-2368590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家長團體
190 蕭典義 調查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灣家長教育聯盟/會員 高雄、屏東 家長團體
191 吳福濱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全國家長教育志工聯盟/理事長 臺中、彰化、南投 家長團體
192 林玲華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全國家長教育志工聯盟/計劃案負責人 新北、臺北、基隆、宜 家長團體
193 蘇清豊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全國家長會/常務監事 新北、臺北、基隆、宜 家長團體
194 蔡政勳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全國家長會/理事長 不分區域 家長團體
195 彭淑燕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 不分區域 家長團體

196 衛郁蘭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常務監事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家長團體

197 魏書珮 調查專業人員 臺中市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常務理事 02-2733323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家長團體
198 梁淑芬 調查專業人員 高雄市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家長協會/理事長 高雄、屏東 家長團體
199 何嘉娥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教師 03-3669547轉318 不分區域 體育、表藝
200 任以真 輔導員 南投縣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49-2332110轉201 臺中、彰化、南投 英文
201 林哲民 調查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教師 02-22192619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202 陳素琴 調查專業人員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中學/教師兼衛

生組長
08-7226387轉13 高雄、屏東 綜合活動--家政科

203 黃榮輝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全國家長教育志工聯盟/中區執行長 臺中、彰化、南投 家長團體
204 潘怡君 調查專業人員 屏東縣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導師 08-7220451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205 蘇秉玄 調查專業人員 臺東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衛保組組長 089-226389轉2245 花蓮、臺東 公民科
206 呂瑞芬 輔導員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教師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207 張筱白 輔導員 臺東縣 臺東縣立泰源國民中學/校長 089-891252轉201 花蓮、臺東 國文
208 莊雅景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教師 04-22825683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209 許絹屏 輔導員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務主任 03-9512875轉301 新北、臺北、基隆、宜 體育科
210 郭珍祥 輔導員 臺南市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校長 06-6873022 不分區域 土木科、建築科、英文

211 陳議濃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教師兼園主任
04-25630710 臺中、彰化、南投 幼兒園不分科

212 劉秀鳳 輔導員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秘書 04-7552009轉101 臺中、彰化、南投 特殊教育

213 鄭淑君 輔導專業人員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

校/輔導主任
04-22810010轉620 臺中、彰化、南投 輔導科

214 張培源 輔導員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南屏國民小學/退休教師 不分區域
國小退休教師現為執業

律師
215 沈月芳 輔導員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教師兼組 08-7652038轉14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216 許玉珠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新榮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3-2806200轉2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217 李莉萍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候用校長 03-3322101轉7417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218 鍾雯豐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中學教育科/課

程督學
03-3322101轉752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中英語文、輔導

219 謝忠豪 輔導員 高雄市 高雄市內門區景義國民小學/校長 07-6601979轉10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220 李美金 輔導員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校長 07-348207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221 李瑜釗 輔導員 臺南市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師 06-5741101轉302 不分區域 體育科
222 黃儀婷 輔導專業人員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輔導主任 037-329281轉701 臺中、彰化、南投 輔導科

223 王若權 輔導員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特殊教育

教師
03-5322175 不分區域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數

學科
224 顧翠琴 輔導員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教師 02-24654821轉1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225 謝嬌娥 輔導員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三光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2-29753308轉61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226 李偉斌 輔導員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教師 02-22571830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227 劉政昇 輔導員 嘉義縣 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教師 05-3742024轉85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體育科

228 王偉忠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04-26813721轉510 臺中、彰化、南投
社會領域公民，綜合領

域輔導活動

229 吳沐馨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教師兼教

務主任
04-23894238轉719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230 李俊穎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特教組長 04-26578270轉621 臺中、彰化、南投 理化

231 游奇雅 輔導員 臺南市 臺南市復興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6-3310688轉60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

232 林純宇 輔導員 屏東縣 屏東縣九如鄉惠農國民小學/校長 08-7392805轉11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233 呂一帆 輔導員 高雄市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兼導師
07-3815366轉2332 不分區域 數學科

234 林珮如 輔導員 高雄市 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學務主任 07-3683018轉125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235 蕭富勝 輔導員 南投縣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專任教師 049-2802619轉305 臺中、彰化、南投 數學科

236 林佳蓁 輔導員 臺南市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 06-7260148轉325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數學

237 陳坤德 輔導員 臺南市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導師 06-2617123轉63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商業經營科

238 廖翎吾 輔導員 雲林縣 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05-6962013轉227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自然領域(化學科)

239 吳玲佳 輔導員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教師 04-7224122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240 李恩雯 輔導員 新北市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 02-22766326轉246 新北、臺北、基隆、宜 理化、地科

241 張美惠 輔導員 臺南市 臺南市大竹國民小學/幼兒園主任(退休) 06-6852508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幼兒園

242 曾唐鋒 輔導員 彰化縣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教師兼任導師 04-7552043 臺中、彰化、南投 綜合活動領域童軍
243 戴熒霞 輔導員 臺南市 臺南市復興國民中學/設備組長 06-3310688轉106 不分區域 國中自然科

244 余成煌 輔導員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教師兼總務主任 03-5736666轉306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高中體育科

245 柯斯媛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觀音國民中學/校長 03-4732034轉110 臺中、彰化、南投 國中國文科
246 楊育城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梧棲區梧南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4-26567968轉710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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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黃信穎 輔導員 臺南市
臺南市新化區那拔國民小學/教師兼總

務主任
06-5911591轉73 不分區域 國小不分科

248 鄭雅芬 輔導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前校長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音樂、藝術領域、藝術

才能班專業科目

249 王雅代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3-3347883轉2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250 李海莉 輔導員 臺南市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實習處主任 06-2304082轉8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健康與護理

251 沈秀樺 輔導員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課研組長 03-9322064轉10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國小不分科
252 洪銘鍵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04-26315032轉711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253 紀志聰 輔導員 臺南市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課程督學 06-7222150轉220 不分區域 數學科
254 范貴玉 輔導員 嘉義市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課程督學 05-2786113轉11 不分區域 國中國文

255 張金田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03-3682943轉5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256 張翠倫 輔導員 高雄市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國民小學/校長 07-6962254轉10 高雄、屏東 國小不分科
257 郭品禎 輔導員 苗栗縣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教師 037-476855轉110 不分區域 公民與社會科
258 陳佳嘉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03-4713610轉211 臺中、彰化、南投 歷史科
259 陳姿妤 輔導員 臺南市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秘書 089-350575轉2901 花蓮、臺東 資料處理科
260 黃尤姝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大安區大安幼兒園/園長 04-26710363轉299 不分區域 幼兒園不分科

261 黃俊傑 輔導員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校長 06-2531850轉70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262 黃慧森 輔導專業人員 屏東縣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輔導主任 08-7882017轉901 不分區域 家政、輔導

263 楊芳梅 輔導專業人員 南投縣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專任輔導

教師
04-37061548 不分區域 輔導、生涯規劃

264 賴月雲 輔導員 臺南市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民小學/退休教師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265 古如毓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校長 03-4862507轉1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健體、數學、資訊與輔

導
266 陳姚如 輔導專業人員 高雄市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校長 07-6751025 高雄、屏東 諮商心理師

267 葉思妤 輔導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 04-2201218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輔導

268 陳妙 輔導專業人員 高雄市 宇智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 不分區域 臨床心理師
269 黃瓊瑩 輔導專業人員 臺北市 宇聯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 02-25565255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270 洪曉威 輔導專業人員 宜蘭縣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小學/專任輔導

教師
03-9882047轉163 不分區域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271 楊志章 輔導專業人員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專任輔導

教師
08-7361114轉25 高雄、屏東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272 楊明純 輔導專業人員 南投縣 國立南投特教學校/臨床心理師 049-2390773轉307 臺中、彰化、南投 臨床心理師

273 李雪禎 輔導專業人員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專任

輔導教師
07-7613875轉564 高雄、屏東 生命教育、生涯規劃

274 吳志祥 輔導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輔導

教師
02-22612483轉17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高中專輔教師/心理師

275 岳羚羚 輔導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學校心理師 02-86865486轉852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276 陳玥樺 輔導專業人員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大同國民小學/專任輔導

教師
03-5961160轉2018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277 盧彥佑 輔導專業人員 桃園市 楊梅天成醫院/臨床心理師 03-4782350 新北、臺北、基隆、宜 臨床心理師
278 任純誼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分校主任 04-23588022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279 張素美 輔導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學校心理師 02-29800164轉406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280 詹淑瑗 輔導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03-3682943轉2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281 廖佳仁 輔導員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教師兼組

長
03-4523202轉52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282 盧忠男 輔導員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04-23588022轉730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283 羅廷瑛 輔導專業人員 花蓮縣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副教授 03-8565301轉2892 花蓮、臺東
諮商輔導、學習議題之

研究、課程設計與教學

284 戴雀芬 輔導專業人員 新竹市 拾光心理諮商所/心理諮商師 03-558380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諮商心理師

285 楊珮妤 輔導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輔導主任 04-26578270轉620 臺中、彰化、南投 輔導科

286 林宏旻 輔導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輔導

主任
04-22613158轉6300 臺中、彰化、南投 輔導科、特教科

287 吳家瑋 輔導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專任輔導教師 02-28316675轉185 不分區域 輔導科

288 魏啓倫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專任輔導

教師
06-2324462轉943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289 許珮甄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立竹橋國民中學/輔導教師 06-7891733轉15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文、輔導活動科

290 李光哲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東區東光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

師
06-2376534轉733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291 黃立雯 輔導專業人員 臺北市 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心/兼任心理 02-77495720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292 陳雯隆 輔導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學校心理 02-26792038轉244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293 吳昌和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立安南國民中學/綜合輔導教師 06-2475455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294 楊靖婷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建興國民中學/教師、諮商心理

師
062139601轉2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心理

師
295 向時賢 輔導專業人員 彰化縣 私立大葉大學/臨床心理師 04-8511141 新北、臺北、基隆、宜 臨床心理師
296 陳思韵 輔導專業人員 宜蘭縣 享受美光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 03-9386292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297 潘彥秀 輔導專業人員 宜蘭縣 宜蘭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03-9352090轉19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298 林姿吟 輔導專業人員 嘉義市 知心連冀診所/臨床心理師 05-2286808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臨床心理師

299 張卉榛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私立長榮大學/諮商心理師 06-2785123轉1278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諮商心理師

300 陳思帆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私立長榮大學/助理教授 06-2785123轉120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諮商心理師

301 鄭萍茹 輔導專業人員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專任輔導

教師
08-7521207轉15 高雄、屏東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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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許峰益 輔導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私立藍迪兒童之家/諮商心理師 03-4901500轉203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諮商心理師

303 謝碧玲 輔導專業人員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副教授 07-3215422轉833 不分區域 諮商心理師

304 蔡宗延 輔導專業人員 雲林縣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臨床心理師
05-5332121轉5207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臨床心理師

305 梁志遠 輔導專業人員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臨床心理師 04-7552009轉805 臺中、彰化、南投 臨床心理師
306 黃民凱 輔導專業人員 雲林縣 國立斗六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諮商心理 05-5336938 臺中、彰化、南投 諮商心理師

307 陳俊言 輔導專業人員 雲林縣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專

任輔導教師
05-6341003轉021 不分區域 輔導科

308 林柏佑 輔導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學校心理 02-22577193轉85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309 葉衛廷 輔導專業人員 新北市 新北市學校輔導諮商中心/學校心理師 新北、臺北、基隆、宜 諮商心理師

310 黃筱茵 輔導專業人員 新竹縣 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心理師 03-5110916轉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諮商心理師

311 李以文 輔導專業人員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諮商心理師 04-27016855轉1315 臺中、彰化、南投 諮商心理師

312 陳彤榕 輔導專業人員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諮商心理師 05-2762804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諮商心理師

313 簡素娥 輔導專業人員 彰化縣 彰化縣私立大慶商工/專任輔導教師 04-8311005轉280 臺中、彰化、南投 生涯規劃、公民與社會
314 王思賢 輔導專業人員 臺中市 臺中市豐原區/臨床心理師 臺中、彰化、南投 臨床心理師

315 林世欣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市 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 06-2670495轉15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輔導活動科，國文科

316 陳鈺弦 輔導專業人員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臨床心理師 049-2550800轉2304 臺中、彰化、南投 臨床心理師

317 蘇盈儀 輔導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專任輔導

教師
03-3501778轉610 不分區域

生涯規劃、生命教育、

輔導科
318 陳韻如 調查員 臺南縣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06-2133063 不分區域 高中輔導科，英文科
319 陳韻如 輔導專業人員 臺南縣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06-2133063 不分區域 輔導科，英文科

320 石宜正 調查專業人員 彰化縣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務

主任
04-8882224 不分區域 體育科

321 任以真 調查員 南投縣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049-2332110轉201 臺中、彰化、南投 英文
322 任純誼 調查員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分校主任 04-23588022 臺中、彰化、南投 國小不分科

323 王雯萱 輔導專業人員 新北市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觀護心

理處遇師
03-9253000轉250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諮商心理師

324 呂慧玲 輔導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安幼兒園/園長 02-27551211 新北、臺北、基隆、宜 幼兒園不分科

325 宋艶姿 調查員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國民小學/教師 03-5552047轉110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小不分科

326 陳志偉 調查專業人員 金門縣
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教師兼社

團發展組長
 082-325645

新北、臺北、基隆、宜

蘭
國小不分科

327 黃琪媛 輔導專業人員 嘉義縣 嘉義縣新港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05-3742024轉42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328 趙柏原 輔導專業人員 桃園市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學/總務主任 03-3672706轉607
桃園、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

國文科、輔導科、生涯

規劃科

329 王文志 輔導員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宣信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05-2223904轉2940
雲林、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
國小不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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