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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18人

國小階段特殊教育類教師16人

陳孟娟　90級幼兒教育學系（臺北市）
余彥伶　90級幼兒教育學系（新北市、苗栗縣）
林嘉慧　90級幼兒教育學系（臺東縣）
梁華鈺　92級幼兒教育學系（桃園市）
許妙瑛　94級幼兒教育學系（臺東縣）
李佳芳　96級幼兒教育學系（新北市）
陳欣怡　101級幼兒教育學系（桃園市）
黃雅婷　101級幼兒教育學系（臺北市）
陳怡憓　101級幼兒教育學系（新北市）
李姿儀　101級幼兒教育學系（新北市）
吳懿庭　102級幼兒教育學系（新北市）
郭秉彥　102級幼兒教育學系（臺中市）
陳靖淞　102級幼兒教育學系（臺中市）
謝旻珊　103級幼兒教育學系（高雄市）
楊家欣　104級幼兒教育學系（新北市）
賴玉潔　104級幼兒教育學系（高雄市）
高瑜佳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新北市）
劉愛真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新北市、臺中市）

林純安　95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金偉婷　95級特殊教育學系（臺北市）
陳偲柔　100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黃鈺媚　100級特殊教育學系（桃園市）
柯玫如　101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沈宜穎　101級特殊教育學系（桃園市）
謝竺伶　102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許琬宜　102級特殊教育學系（桃園市）
劉雅芳　103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董　德　103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黃筱媛　103級特殊教育學系（臺北市）
盧悅音　103級特殊教育學系（臺北市）
曾敏容　104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李　昱　104級特殊教育學系（新北市）
巫采蓉　104級特殊教育學系（苗栗縣）
邱宜婷　104級特殊教育學系（臺北市）

國高中階段教師5人
林冠宇　95級教育學系（高雄市）
王信傑　101級國語文學系（臺北市）
陳奕蒨   103級諮商與輔導學系（彰化縣）
王湘卉　100級體育學系碩士班（宜蘭縣）
陳麗朱　103級諮商與輔導學系（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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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1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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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映晴　96級幼兒教育學系（臺中市）
許佩玉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臺北市）
黃沛錚　100級美術學系（澎湖縣）
顏玉菁　100級英美語文學系（臺南市）
葉雯琳　100級英美語文學系（臺南市）
許程昇　102級英美語文學系（屏東縣）
吳岱螢　102級英美語文學系（新北市）
王儀瑄　102級英美語文學系（屏東縣）
周玉婕　103級英美語文學系（高雄市）
張雅淳　103級英美語文學系（新北市）
楊媛晴　103級英美語文學系（新竹市）
陳怡真　92級音樂學系（臺南市）
戴伶螢　94級音樂學系（高雄市）
劉明倫　94級音樂學系（臺北市）
林長欣　96級音樂學系（臺南市）
鄭晴玲　96級音樂學系（臺中市）
李玳儀　97級音樂學系（臺中市）
呂秋慧　98級音樂學系（臺南市）
薛涵穗　98級音樂學系（臺中市）
李洺君　100級音樂學系（臺南市）
陳晴玲　101級音樂學系（臺中市）
林亭吟　102級音樂學系（高雄市）
薛函穗　102級音樂學系（臺中市）
蘇彥如　102級音樂學系（臺中市）
蔣岫珊　103級音樂學系（高雄市）
陳姝均　93級國語文學系（新北市）
劉家樺　94級國語文學系（高雄市）
王麗雯　96級國語文學系（桃園縣）
黃昱穎　97級國語文學系（臺南市）
陳孟琪　98級國語文學系（桃園縣）
劉彥均　101級國語文學系（臺中市）
林怡青　101級國語文學系（高雄市）
鄭永泰　101級國語文學系（臺中市）
吳悅慈　102級國語文學系（澎湖縣）
吳靜惠　103級國語文學系（高雄市）
鄒詩含　104級國語文學系（臺東縣）
黃詩雅　104級國語文學系（新竹市）
王穆之　94級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臺南市）
王維鈴　95級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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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莉淇　103級教育學系（高雄市）
曾鈺惠　103級教育學系（桃園市）
黃怡萍　103級教育學系（臺南市）
鍾欣庭　103級教育學系（臺北市）
鄭伊倫　103級教育學系（臺南市）
李鍇臻　104級教育學系（新北市）
張昌偉　104級教育學系（臺北市）
陳盈蓁　104級教育學系（高雄市）
蔡佳男　98級教育學系碩士班（臺南市）
蘇彥寧　98級教育學系碩士班（臺北市、臺南市）
吳重言　101級教育學系碩士班（臺北市、臺南市）
王寶猜　104級教育學系碩士班（臺南市）
吳政勳　教育學系碩士班(肄業)（臺南市）
陳胤百　教育學系碩士班(肄業)（新北市）
梁　雋　教育學系碩士班(肄業)（臺南市、臺中市）
王斯嫻　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新北市）
李蕙芳　教育學系博士班（臺南市）
何翊禎　89級測驗統計研究所碩士班（臺南市）
賴美伶　99級諮商與輔導學系（臺北市）
龔佩稜　102級諮商與輔導學系（高雄市）
林琬瑜　103級諮商與輔導學系（ 高雄市）
謝佩珊　104級諮商與輔導學系（高雄市）
林玉璇　104級諮商與輔導學系（高雄市）
葉明真　104級諮商與輔導學系（桃園市）
李玄景　94級應用數學系（臺南市）
鄭柔安　104級應用數學系（臺北市）
吳佩璇　105級應用數學系（臺南市）
郭英廷　93級體育學系（臺南市）
董櫻戀　94級體育學系（臺南市）
陳光泰　94級體育學系（臺南市）
張佳鈺　94級體育學系（臺中市）
劉嘉雯　95級體育學系（高雄市）
梁　雋　98級體育學系（臺南市、臺中市）
莊欣達　98級體育學系（高雄市）
黃家誼　99級體育學系（臺南市）
鄭佳宜　94級體育學系碩士班（臺南市）
莊皓閔　98級體育學系碩士班（臺南市）
吳依亭　103級體育學系（新北市）
曾毓恆　體育系碩士班(肄業)（臺南市）

國民小學教師



李佳怡  105級行政管理學系考取105年普考一般民政
許祐嘉  100級行政管理學系考取105年高考一般民政
林柏慈  104級行政管理學系考取105年高考一般民政
李國楠  105級行政管理學系考取105年地方特考一般民政
洪顗傑  101級經營與管理學系考取105年高考一般行政
方櫻蓁　經營與管理學系考取106年國營事業郵局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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