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屬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領域

國立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溫秭翊 教師 綜合活動

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學 梁雅晴 教師 國語文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吳怡靜 組長 國語文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林凱偉 教師 國語文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孟琳 教師 數學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廖逸君 教師 英語文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吳建昀 教師 數學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魏永銘 教師 數學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蔡筱蕙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歐蕙瑜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沈宛蓁 主任 數學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張志明 校長 科技(生活科技)
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 朱芳儀 教師 數學
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 羅婉萍 教師 數學
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 陳靜婷 學務主任 藝術(音樂)
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 蔡佳雯 導師 自然科學(理化)
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 林婉麗 組長 科技(生活科技)
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 陳靜婷 主任 科技(生活科技)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黃如瑩 教師 國語文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曾馨慧 教師 英語文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王國成 教師 英語文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莊適維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陳平 教師 英語文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楊蘭芬 組長 數學

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陳俊榮 資訊組長 數學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陳淑靜 生涯規劃組長 英語文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江民山 導師 英語文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劉守惠 教師 英語文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林姵君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蔡憲宗 組長 健體(體育)

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 林燕菁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 陳昭薇 導師 社會(歷史)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與教學中心 柯若萍 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臺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 黃菁慧 教師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薛心潔 組長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吳汶汶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葉明琪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周郁菁 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吳佳莉 組長 數學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詹秀娟 教師 社會(地理)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呂金霙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幼玫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國中 洪淑玲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國中 郭榮華 專任教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楊千慧 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鄭怡賢 退休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楊依欣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張喬汝 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林玟伶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劉盈劭 教師 社會(地理)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饒桂香 教師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袁詠蕙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李瑋珊 教師 數學

103至107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種子講師合格名單
(橘底為107學年度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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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唐嘉鳳 組長 藝術(表演藝術)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齊凌岫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李美惠 主任 自然科學(理化)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陳淑娟 教師 社會(公民)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蘇一榮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黃麗衡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陳育淳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盧雨芯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王雯儀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楊宜聆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黃瓊慧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何郁瑩 組長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洪玉華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段世珍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林詠忠 組長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劉瓊尹 教師 健體(體育)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葉瑞煜 校長 自然科學(理化)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林柏嘉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沈志龍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傅莉芬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劉理枝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王文光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劉晏慈 組長 藝術(表演藝術)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郭芃彣 組長 健體(健康教育)
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邱顯坤 主任 國語文
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鄺宜玲 組長 社會(公民)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 邱瓊玉 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 顏美芬 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 郭淑麗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辜志成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周家卉 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簡鴻瑩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王淑美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程皖倩 代理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楊淑茹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王柔鈞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卓芳宇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蔡青芝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黃曉嵐 專任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張美玲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王怡雯 組長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葉慧玲 主任 數學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方郁集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育華 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林秋蕙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徐敏華 教師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許文星 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黃晴楨 導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周怡瑄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楊淑宜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林秀穗 組長 自然科學(生物)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陳秉貞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陳姿丰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鄭庭雨 專任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 吳立禎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 邱音潔 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 劉正利 組長 健體(體育)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鄭國正 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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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許慧瑜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李懿男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范馨芳 教師 社會(地理)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王慈惠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黃書庭 組長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黃明慧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 林昭妤 主任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鍾東蓉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范郁如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胡萱萱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許淑貞 教師 社會(公民)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 林  韻 教師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蕭千金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謝宛燕 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鄧家駿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袁筱梅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黃佳雯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蔡佩穎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簡世煜 訓導主任 健體(體育)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陳麗敏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張曉芬 教師 社會(地理)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簡淑浿 導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藍淑珠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陳盈如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游舒閔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黃偉鵑 主任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張嫈嫈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李姿伶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徐天君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 蘇月琴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 陳秀珍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 陳亭潔 教師 社會(地理)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黃碧君 教師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呂珮瑩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賴欣珊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何鈞郁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金惠琳 主任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李怡青 教師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陶祥瑜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張承心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陳敬瑜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陳令家 代理代課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林怡君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趙宥晴 代理代課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戴鈴容 教學副組長 社會(公民與社會)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黃仲生 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林慧容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李鳳華 教師 社會(地理)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邱明成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薛秀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張榕庭 教師 綜合活動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洪莠茹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翁千雅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孫寅瑞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韓奕崴 教師 數學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永浩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陳文彬 教師 國語文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楊雅君 教師 英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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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呂焌豪 教師 健體(體育)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學 蔡舒明 教師 英語文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康雅貞 教師 社會(歷史)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陳瑋瑤 兼課教師 藝術(音樂)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吳冠賢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葉瀞憶 組長 藝術(表演藝術)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吳美玲 組長 英語文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蘇信滿 退休教師 英語文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林怡芸 專任教師 藝術(音樂)

新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楊期甬 教師 數學
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 陳泯融 代理代課教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鄭淳方 專任教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蔡文琦 專任教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林嘉萍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蔡斐玲 教師 英語文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蕭雅娟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彭之音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 葉振福 專任教師 數學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李青芬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江逸傑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龍慧真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林淑穎 教師 社會(歷史)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廖信榮 衛生組長 健體(健康教育)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蔡幸蓉 代理代課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 駱怡璇 教師 社會(地理)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莊婉俐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陳祥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黃霈涵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王敏倫 代理教師 數學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 蘇郁涵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呂珮鈺 教師 藝術(音樂)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邱意茵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 李玉卿 教師 社會(地理)
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 陳宜慧 主任 社會(地理)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陳恬伶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蔡慧美 教師兼團員 英語文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陸韻萍 教師 英語文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林綉子 教師 社會(公民)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鄭鎮寬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張綺真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學 方佳惠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 陳佳韻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石盛文 輔導主任 英語文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林美智 教師 英語文
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 祁寶健 教師 英語文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曹崇禮 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劉銘恩 主任 自然科學(理化)

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 陳盈安 教師 社會(公民)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王孔生 童軍教師 綜合活動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趙婷婷 教師 社會(地理)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陳雅惠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葉書廷 專任輔導員 國語文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許智凱 教師 英語文
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 陳盈如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林英斌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新北市立貢寮國民中學 沈孝宇 專任教師 社會(歷史)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張素惠 教師 社會(歷史)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許文姿 教師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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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林雯淑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劉容容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賴啟能 教師 社會(公民)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黃婉婷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積穗國民中學 莊志勇 教師 數學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張麗莉 設備組長 自然科學(理化)

新北市立豐珠國民中小學 黃品蕙 教師 綜合活動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陳俊良 學務主任 健體(體育)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陳信宏 專任教師 健體(體育)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薛家琪 教師 綜合活動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陳瓊如 教師 英語文

新北市立辭修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盧奕文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 陳信楓 導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 陳東義 專任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惠芳 教師 數學
新北市財團法人恆毅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楊玉妃 組長 健體(體育)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黃郁茸 教師 國語文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黃耀陞 專任教師 數學

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徐澤汶 專任教師 社會
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 程靖惠 主任 自然科學(生物)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程欐君 導師 健體(健康教育)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趙方萾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王齡儀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江月嬌 專任輔導員 國語文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 鍾美華 主任 綜合活動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王美善 主任 藝術(音樂)
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 邱映霖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 陳玲玫 其他 國語文
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 謝熹鈐 組長 數學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林家麗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李慧玲 專任教師 數學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周慧怡 主任 數學
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徐先凡 組長 健體(體育)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 鄭勝文 教師 數學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 黃金枝 退休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鍾翠芬 教師 綜合活動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張巧薇 教師 綜合活動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洪梅菁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 秦婉甄 組長 國語文
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 蕭娟娟 輔導主任 健體(體育)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吳瑞美 專任教師 英語文
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 周雪梅 專任輔導員 英語文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謝豐任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江淑芬 教師 社會(地理)

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洪詩淳 組長 健體(體育)
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 葉至玲 教師 社會(歷史)
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 黎玉鈴 教師 綜合活動

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學國中部 楊純碧 教師 健體(體育)
張素菁 教師 國語文

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 吳惠瑀 教師 社會(歷史)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陳麗捐 退休教師 國語文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黃秋琴 教師 國語文
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 萬淑宜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 黃寶萱 教師 國語文
桃園市立觀音國民中學 鍾政穎 主任 數學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李佳珊 導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桃園市私立振聲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鄭淑瑛 教師 英語文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曾琦芳 導師 英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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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 呂宗儒 組長 數學
桃園市立凌雲國民中學 高翊峯 組長 科技(生活科技)
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 柯幸君 主任 社會(歷史)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 蘇芳瑩 代理代課教師 藝術(音樂)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彭夢潔 教師 國語文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江函芸 教師 健體(體育)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周嘉慧 教師 國語文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賴玉如 教師 英語文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周鳳琪 教師 英語文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彭依諄 教師 社會(公民)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曾筱婷 導師 英語文
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吳沛臻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蕭雅玲 教師 國語文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楊培倫 教師 英語文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梁家銘 主任 科技(生活科技)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陳沐龍 教師 社會(歷史)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王曉芸 教師 社會(歷史)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陳敏紋 教師 社會(地理)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林久華 教師 社會(公民)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陳秋婷 教師 藝術(音樂)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王昱淇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彭媛莉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謝亞傑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陳玲涵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范慧蘭 教師 數學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陳淑雯 導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 曾悅菁 教師 藝術(音樂)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 何曉寧 教師 藝術(音樂)
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洪睦盛 教師 健體(體育)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彭燦明 專任教師 英語文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詹玉霜 教務主任 藝術(視覺藝術)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姚清元 課程發展組 藝術(表演藝術)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林淑鈴 輔導員 藝術(視覺藝術)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葉慧雯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李家言 教師 數學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莊宜家 導師 自然科學(生物)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周怡嘉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徐琳媛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涂靜婷 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丁淑觀 校長 自然科學(理化)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陳姿秀 總務主任 藝術(音樂)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莊菁雯 主任 自然科學(生物)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俊清 組長 數學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邱書怡 教師 社會(歷史)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黃靖惠 教師 國語文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黃婉淑 教師 國語文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劉昱君 組長 社會(地理)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莊文如 教師 國語文
新竹縣立六家國民中學 黃錫裕 總務主任 自然科學(理化)
新竹縣立石光國民中學 葉乃毓 主任 英語文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林若涵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陳穎秋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溫偉柔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魏杏芳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范美貞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王翠芬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王韻涵 組長 自然科學(理化)
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陳瑩貞 教師 社會(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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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黃冠馨 教師 藝術(音樂)
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黃唯芯 導師 自然科學(理化)
新竹縣立忠孝高級中學 周碩振 主任 數學
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學 杜心如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賴怡妏 教師 綜合活動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張永城 教師 健體(體育)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劉文育 主任 數學
新竹縣立富光國民中學 簡文萱 教師 社會(地理)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孫繼宏 教師 健體(體育)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李逸民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愛理 教師 藝術(音樂)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李筱媛 導師 社會(地理)

新竹縣立新湖國民中學 洪榮忠 教師 數學
新竹縣立鳳岡國民中學 沈裕清 教師 國語文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陳琬鈴 教師 英語文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 趙端蓉 課程督學 自然科學(生物)

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 鍾翠玲 教師 國語文
新竹縣立峨眉國民中學 徐鐘賢 組長 數學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郭智慧 導師 藝術(表演藝術)

新竹縣立照門國民中學 黃凱螳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蔡美意 主任 國語文
金門縣立正義國民小學 許瑞芬 主任 藝術(音樂)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許懿慧 教師 英語文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施宏遠 主任 科技(生活科技)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何福全 主任 健體(體育)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張瑋涵 組長 藝術(表演藝術)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李婉琪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陳大任 教師 社會(公民)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蔡松輝 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洪子聖 主任 健體(健康教育)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黃雪蔭 教師 綜合活動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吳郁婷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陳世聰 教師 綜合活動
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 謝維倫 教師 數學
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 傅淑芳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許師評 教師 社會(地理)
金門縣立列嶼國民中學 林永進 校長 自然科學(生物)

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 唐啟惠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部 李婉玲 教師 國語文
苗栗縣立三義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彭心儀 教師 社會(公民)

苗栗縣立三灣國民中學 江昱德 組長 科技(生活科技)
苗栗縣立大倫國民中學 王怡靜 組長 自然科學(理化、生物)
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學 呂佳玲 教師 英語文
苗栗縣立竹南國民中學 蔡育吟 導師 綜合活動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陳書鴻 教師 數學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詹書凱 教師 數學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管信傑 組長 社會(地理)
苗栗縣立南湖國民中學 邱世方 教導主任 社會(歷史)
苗栗縣立致民國民中學 郭家豪 校長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國中部 劉釋華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國中部 王瓊偉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苗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 彭偉堯 教師 健體(體育)
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 吳憶菁 輔導主任 健體(體育)
苗栗縣立獅潭國民中學 羅文君 教師 國語文
苗栗縣立維真國民中學 劉峻光 導師 綜合活動
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 莊玉鈴 教師 國語文
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 李桂雲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王怡雅 主任 健體(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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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洪淑貞 主任 英語文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朱佳陽 教師 社會(歷史)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 翁毓穗 組長 社會(地理)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 簡汎純 組長 社會(公民)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温岱潔 教師 英語文
苗栗縣立大湖國民中學 楊明獻 主任 自然科學(理化)
苗栗縣立啟新國民中學 龔任俠 校長 科技(生活科技)

苗栗縣立泰安國民中小學 陳紜蓉 主任 藝術(音樂)
苗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 黃茹舷 主任 藝術(視覺藝術)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鄭生祥 導師 藝術(視覺藝術)

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潘祥琪 導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簡鈺珣 教師 國語文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鐘世閔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 張秀群 教師 國語文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李俊穎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林圭堂 專任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中市立四張犁國民中學 吳佳純 組長 數學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洪蘭坪 教師 社會(歷史)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陳淑芬 專任輔導員 社會(地理)
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 謝志沛 副組長 藝術(表演藝術)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李國禎 專任教師 英語文

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葉天喜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楊彩鳳 教師 國語文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范瑞梅 教師 國語文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唐慧玲 專任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吳青燕 專任教師 社會(地理)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謝佳雯 教師 社會(公民)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夏紹珍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林宛柔 教師 綜合活動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吳晨瑄 教師 社會(歷史)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薛尹雯 教師 數學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陳美岑 教學組長 綜合活動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杜慶璋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 陳哲生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張廷吉 教師 數學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林尹梅 專任教師 藝術(音樂)
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 楊世裕 主任 數學
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 林純夙 組長 科技(生活科技)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鄭雅文 組長 健體(體育)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王秀如 候用校長 社會(歷史)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江芳婷 專任教師 國語文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許童欣 專任教師 國語文
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 曾靜榕 專任教師 英語文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趙苹吟 導師 英語文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廖惠珍 輔導員 數學
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 王蒲寧 主任 社會(地理)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張馨文 導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臺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 蘇斐虹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學 李昱瑩 教師 英語文
南投縣立三光國民中學 陳名昱 訓輔組長 綜合活動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何孟茹 導師 藝術(表演藝術)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朱珮芬 校長 綜合活動
南投縣立水里國民中學 高子云 教師 英語文
南投縣立竹山國民中學 張建成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學 黃凱螳 教師 社會(公民)
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 張倫耀 專任輔導員 數學
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 葉雯芳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南投縣立信義國民中學 王仁穩 校長 自然科學(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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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立信義國民中學 鄒華人 專任教師 數學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 孫雅惠 導師 社會(地理)
南投縣立瑞竹國民中學 王思又 組長 英語文
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 吳毓真 校長 英語文
南投縣立營北國民中學 蔡怡君 專任輔導教師 綜合活動

南投縣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王伯廷 候用校長 自然科學(理化)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鐘美娟 教師 英語文
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賴靜慧 主任 國語文
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余相衡 教師 數學
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 劉仁傑 學務主任 健體(健康教育)
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 廖慧玲 教務主任 數學
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 陳億玲 教師 社會(地理)
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 黃仲琳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 孫寶蓮 教師 綜合活動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鄭雅蓉 兼任輔導員 綜合活動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吳虹瑩 兼任輔導員 綜合活動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陳嬿嬿 教師 藝術(音樂)
彰化縣立埤頭國民中學 詹佳霖 教學組長 自然科學(理化)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董秋月 教師 國語文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宋雲卿 主任 數學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趙凰妏 專任教師 健體(體育)
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 蔡佩芳 組長 社會(地理)
彰化縣立福興國民中學 饒玉孜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陳京材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雲林縣立北港國民中學 廖素秋 衛生組長 國語文
雲林縣立北港國民中學 陳茂洲 組長 自然科學(理化)
雲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 張碩玲 教務主任 社會(公民)
雲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 陳怡如 教師 社會(地理)
雲林縣立土庫國民中學 張嘉蘭 專任輔導員 藝術(音樂)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魏國泰 組長 科技(生活科技)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阮郁茹 組長 健體(健康教育)
雲林縣立北港國民中學 吳秋萍 教學組長 國語文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學 沈世能 主任 數學
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學 紀嘉琪 教師 健體(體育)
雲林縣立台西國民中學 張輝仁 輔導組長 健體(體育)
雲林縣立西螺國民中學 賴素鈴 教師 綜合活動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黃勝章 組長 數學
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學 陳泰安 主任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雲林縣立東和國民中學 蕭素芳 主任 藝術(音樂)
雲林縣立虎尾國民中學 盧昭雯 教師 數學
雲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林金燦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雲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張秀寬 專任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雲林縣立馬光國民中學 趙一儒 主任 英語文
雲林縣立崇德國民中學 林秀娟 校長 英語文
雲林縣立崇德國民中學 陳慈暉 主任 社會(地理)
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譚為任 主任 英語文

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 林玉梅 教師 健體(體育)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張雅裕 專任教師 國語文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沈黛君 組長 健體(健康教育)
嘉義市立大業國民中學 邱上容 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 林俊卿 教師 國語文
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 蘇明慧 教師 英語文
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 林冠玫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徐曉薇 教師 英語文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陳秀湘 教師 數學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蘇郁如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石曉諪 教師 藝術(音樂)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林俊亨 教師 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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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莊雅清 教師 數學
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陳玉佩 國文教師 國語文
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宋佳靜 教師 綜合活動
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盧思穎 導師 健體(體育)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蔡旻修 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辜郁恬 專任輔導員 英語文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林香誼 專任輔導員 英語文

嘉義縣立義竹國民中學 謝淑媚 教務主任 國語文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蔡碩彬 代理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嘉義縣立大林國民中學 蔡宛蓉 教師 社會(歷史)
嘉義縣立大林國民中學 羅婉甄 教師 社會(歷史)
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 蔡宜廷 主任 藝術(表演藝術)
嘉義縣立太保國民中學 孫佩璟 教務主任 自然科學(理化)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 黃禎貞 教務主任 健體(健康教育)

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吳思慧 教師 國語文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 李旻玲 教師 國語文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 李育靜 教師 國語文
嘉義縣立鹿草國民中學 陳怡玲 教師 國語文
嘉義縣立鹿草國民中學 蔡秀怡 教師 社會(歷史)
嘉義縣立六嘉國民中學 方信于 主任 自然(生物)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姜威良 輔導主任 自然科學(理化)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陳育恬 專任輔導員 藝術(音樂)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涂吉定 導師 數學

臺南市立下營國民中學 黃佩玲 教師 國語文
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陳鈺萍 專任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南市立大橋國民中學 朱自謙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何憶婷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黃玠源 教師 國語文
臺南市立文賢國民中學 郭小翠 教師 社會(地理)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林柏寬 教師 數學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魏士超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劉峪倫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南市立安定國民中學 江怡靜 組長 英語文
臺南市立沙崙國民中學 陳毓珺 主任 藝術(音樂)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林宗祺 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顏玉坤 教師 藝術(音樂)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林宛蓁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謝明哲 主任 自然科學(理化)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陳聖惠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 郭蕙寧 導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莊筱芸 教師 英語文
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洪誌忱 專任教師 健體(體育)
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鐘崑榕 組長 社會(公民與社會)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黃瓊宇 組長 健體(體育)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李蕙先 組長 健體(體育)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朱瓊芳 教師 健體(體育)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王棋俊 導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陳琳依 教師 英語文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賴姿因 教師 國語文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林清月 導師 綜合活動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戴熒霞 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陳奕任 導師 國語文
臺南市立太子國民中學 莊宓珍 主任 科技(生活科技)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林佳靜 組長 社會(地理)

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設校籌備處 史蕙萍 組長 社會(地理)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黃麗凰 組長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劉怡君 專任輔導員 國語文
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 王建民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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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 高榕佑 組長 健體(健康教育)
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 鄒積貴 專任輔導員 數學
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 葉玫君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 張嘉芳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 吳豈孟 主任 健體(體育)
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 卓麗梅 專任教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胡宗梅 專任教師 社會(歷史)
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 楊喬閔 專任輔導員 健體(體育)
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 王靖雯 教師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
邱婕歆 商借教師 社會(地理)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陳英蓓 教師 英語文
高雄市立文府國民中學 林耕宇 專任輔導員 數學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陳筱姍 教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 林育聖 主任 藝術(視覺藝術)
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 李慧蓉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蔡宜岑 專任輔導員 社會(歷史)
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 鍾開雲 教師 健體(體育)
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王如香 教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錢瀅如 教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曾惠君 專任輔導員 藝術(表演藝術)
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黃家杰 導師 數學
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劉思筠 導師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 蔡佳媛 專任輔導員 國語文
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 陳莉婷 教師 社會(歷史)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梁國興 專任輔導員 健體(體育)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李宜達 教師 健體(體育)

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 周秀珍 組長 自然科學(生物)
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 吳方葵 教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吳宜蓉 組長 社會(歷史)
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 曾怡菁 教師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學 盧宥姍 組長 數學
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 林玉珊 教師 數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徐怡詩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劉玲佑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朱勇霖 導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鄭汶瑜 組長 國語文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蔡馥徽 主任 數學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林季蓉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 廖裕星 教師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 陳虹臻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橋頭國民中學 李貞瑩 教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許淑貞 退休教師 科技(生活科技)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梁蓓禎 專任輔導員 藝術(音樂)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趙美惠 專任教師 數學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 洪毓秀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高雄市立寶來國民中學 羅慶璋 校長 自然科學(理化)
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 王靖雯 主任 綜合活動

高雄市教育局國教輔導團 黃宛婕 專任輔導員 綜合活動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藍立羽 導師 國語文
高雄市立彌陀國民中學 楊茵綺 導師 英語文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黃薇青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 趙偉智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謝如珊 學務主任 國語文
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 賴怡嫺 教師 國語文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利天龍 教師 社會(地理)
屏東縣立光春國中飛夢林學園 田玲珠 組長 綜合活動

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陳育宗 教師 社會(歷史)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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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黃小萍 專任教師 藝術(音樂)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簡佳華 教師 社會(歷史)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吳千卿 主任 藝術(音樂)
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 黃鈺淩 導師 綜合活動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邱真如 退休教師 藝術(音樂)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陳盈吉 主任 自然科學(生物)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劉美岑 試務組長 自然科學(理化)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陳錦嬌 導師 藝術(表演藝術)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陳禾祥 專任教師 藝術(音樂)

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 郭國芝 教師 國語文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鄭雅文 專任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洪竹怡 輔導主任 綜合活動
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 宋莉瑛 主任 社會(地理)
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林俊平 導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 郭富森 主任 數學

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 張美淑 主任 綜合活動

澎湖縣立湖西國民中學 鄭雅端 教師 國語文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陳政一 教務主任 國語文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鄭仰芳 訓育組長 英語文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陳銘羣 導師 數學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徐慧娟 主任 數學
澎湖縣立西嶼國民中學 胡雁翊 教師 社會(地理)
澎湖縣立西嶼國民中學 李昭璋 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呂啟民 輔導組長 社會(公民)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洪立泰 教師 自然科學(理化)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鮑威任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鮑威任 教師 健體(體育)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王姿翔 導師 藝術(視覺藝術)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陶彤雲 輔導組長 國語文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林宜嫻 教師 國語文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楊雅安 教師 綜合活動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歐育如 專任教師 綜合活動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黃素娟 教師 英語文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吳麗宜 退休教師 英語文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蔡昕璁 教師 英語文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林修毓 課發組長 自然科學(生物)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陳瑋琪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李柏臻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 曾淑鈴 專任輔導員 綜合活動
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 林麗莉 專任輔導員 綜合活動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黃瑜婷 教師 國語文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江雅茹 導師 國語文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 羅千琦 教師 健體(健康教育)
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 陳雅菁 教師 社會(公民)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賴于真 教師 數學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蔡玉蓉 教師 藝術(音樂)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謝惠娟 導師 自然科學(生物)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吳宛如 導師 自然科學(理化)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游宗懋 主任 社會(公民與社會)
宜蘭縣立宜蘭國民中學 陳俊諭 專任教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林宛青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生物)

花蓮縣立瑞穗國民中學 何珮慈 教務主任 國語文
花蓮縣立瑞穗國民中學 蕭吉川 代理代課教師 數學
花蓮縣立玉東國民中學 杜鎮宇 輔導組長 健體(體育)
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 葉淑貞 校長 自然科學(理化)
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 黃崇軒 教師 藝術(視覺藝術)
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張立之 教師 英語文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崔宏伊 教師 英語文

澎湖縣

宜蘭縣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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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劉意凡 活動組長 綜合活動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朱惟庸 專任教師 社會(地理)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劉小華 教師 英語文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唐尉慈 教師 藝術(表演藝術)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蔡明潔 校長 藝術(視覺藝術)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鍾宜智 校長 科技(生活科技)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鄭淑玲 導師 國語文
花蓮縣立新城國民中學 許俊傑 校長 自然科學(生物)
花蓮縣立新城國民中學 洪瑞鴻 教師 社會(歷史)

花蓮縣私立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黃韻臻 導師 社會(公民與社會)

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 張馨文 主任 英語文

臺東縣立卑南國民中學 沈美玲 教務主任 國語文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謝美瑜 教師 國語文

臺東縣立大武國民中學 簡世隆 教務主任 數學

臺東縣立池上國民中學 巴吳泰融 教師 數學
臺東縣立池上國民中學 紀芳伶 教師 社會(地理)
臺東縣立東海國民中學 蔡純豪 教師 數學
臺東縣立東海國民中學 陳信宏 專任教師 自然科學(地球科學)
臺東縣立海端國民中學 王薇雅 教師 國語文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趙君偉 教務主任 英語文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陳式寧 導師 國語文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蔡佩玲 專任教師 英語文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陳韋伶 代理代課教師 社會(地理)
臺東縣立瑞源國民中學 邱奕曉 教師 英語文

臺東縣立綠島國民中學 蔡章弘 主任 科技(生活科技)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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