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杏壇芬芳獎得獎人員名單 
【普高組】 

序號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技佐 吳淑玲 

2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教師 邵瑀凡 

3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教師 許穎溪 

4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出納組長 康素琴 

5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教務主任 劉培芬 

6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教師 謝麗雪 

7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教師 周婉淑 

8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實習處主任 李冠賢 

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林淑芳 

10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教師 馬薈萍 

11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教師 黃翊展 

12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運動教練 林耿儀 

 
【技高組】 

序號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教務主任 吳鳳翎 

2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教師 柯燕輝 

3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教師 張美玉 

4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科主任 劉若蘋 

5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 吳進福 

6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實習處主任 鄭安邦 

7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教師 謝淑惠 

8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進修部主任 陳世斌 

9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幼兒保育科主任 王育英 

10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教師 鍾佩卿 

 
【國中組】 

序號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教師 何銘軒 

2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護理師 王清雅 

3 宜蘭縣立礁溪國民中學 輔導組長 游毓瓊 

4 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代理老師 陳怡涵 

5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 教師 劉志祥 

6 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教師 許菁芬 

7 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 教師 黃賢芳 

8 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 教師 賴玫娟 

9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 設備組長 林佳靜 

10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教師 黃英俞 

11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輔導主任 蔡佳靜 

12 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楊世傳 

13 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張治文 

 

 

 



111年杏壇芬芳獎得獎人員名單 
【國小組】 

序號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   職工 鄭秀珠 

2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陳昌維 

3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教師 林淑勤 

4 新北市瑞芳區吉慶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林作逸 

5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   輔導主任 李宜昌 

6 桃園市龜山區龍壽國民小學 代理輔導主任 張珈瑞 

7 臺中市沙鹿區公舘國民小學 輔導主任 陳建聲 

8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   教師 林玉霜 

9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國民小學 職工 洪寶鏈 

10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輔導主任 何雅貞 

11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國民小學 教師 黃鵬霖 

12 雲林縣大埤鄉大埤國民小學 教師 蘇雅雯 

13 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 教師 陳麗華 

14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 校長 賴銘傳 

15 臺南市安南區青草國民小學 教師 吳宗勳 

16 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陳貞宇 

1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 親職資源組長 傅佳君 

18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國民小學(灣裡分校) 分校主任 林清標 

19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小學   輔導主任 蔡沛芩 

20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 護理師 郭淑芬 

21 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 校長 趙錫清 

22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教師 吳雯媖 

23 澎湖縣馬公市文澳國民小學    運動教練 張朝舜 

 
【幼兒園】 

序號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新北市淡水區屯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廚工 簡葉真秀 

2 桃園市楊梅區楊心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幼兒園主任 張肇真 

3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幼兒園主任 許淑麗 

4 臺南市私立佳恩幼兒園 園長 陳春鳳 

5 臺南市大臺南婦女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幼兒園 教保員 楊靜慈 

6 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幼兒園主任 應冬梅 

 
【特教組】 

序號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1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教師助理員 游雅貞 

2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教師 陳春秀 

3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教師 溫明惠 

4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職工 林建宏 

5 嘉義縣義竹鄉義竹國民小學 教師 杜芳馨 

 

 

 

 



111年杏壇芬芳獎得獎人員名單 
【團體組】 

序號 
單位名稱 團體名稱 

1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古亭國中美感教育深耕團隊 

2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   新北市深坑國小校友會 

3 基隆市安樂區隆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隆聖附幼 

4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彰化特教教師會 

5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國民小學 愛-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6 彰化縣彰化市東芳國民小學 彰化縣彰化市東芳國小志工團隊 

7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財團法人草屯商工文教基金會 

8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家齊科學小怪獸服務社 

9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校友會 

10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 大橋國小志工團故事組 

11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志工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