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教職員工一覽表 

序 職    稱 姓  名 序 職    稱 姓  名 序 職    稱 姓  名 序 職    稱 姓  名 

1 校    長 彭瑞洵 31 二年五班 王亞如 61 舞蹈科任 陳育青 1 舞蹈外聘 陳睿怡 

2 教務主任 武正晃 32 三年一班 劉醇鑑 62 舞蹈科任 鄭毓馨 2 舞蹈外聘 涂杰伶 

3 學務主任 蔡政良 33 三年二班 劉玲燕 63 專輔教師 陳怡姿 3 舞蹈外聘 林奕君 

4 總務主任 許世明 34 三年三班 陳怡芝 64 護 理 師 莊淑雅 4 舞蹈外聘 莊惠君 

5 輔導主任 葉欽智 35 三年四班 丁文郁 65 幼兒園主任 胡伶婉 5 舞蹈外聘 童盈甄 

6 人事主任 范翠鈞 36 三年五班 賴昭岑 66 教保組長 陳白汶 6 舞蹈外聘 林美櫻 

7 會計主任 徐瑞佑 37 四年一班 詹宜幸 67 幼教教師 劉秋霞 7 舞蹈外聘 賴珆緽 

8 教學組長 楊晴惠 38 四年二班 孫上平 68 幼教教師 邱嘉玲 8 舞蹈外聘 蘇美棻 

9 設備組長 陳嘉伶 39 四年三班 張純禎 69 幼教教師 賴品如    

10 註冊組長 劉貞苑 40 四年四班 林珊宇 70 幼教教師 卓秀鈴    

11 資訊組長 呂健聰 41 四年五班 蘇玫樺 71 幼教教師 陳姿因    

12 生教組長 盧大中 42 五年一班 佘鈺捷 72 幼教教師 張美琇    

13 訓育組長 李佳玲 43 五年二班 簡廷樺 73 幼教教師 薛琇瑩    

14 體育組長 陳明哲 44 五年三班 廖叔英 74 幼教教師 陳冠婷    

15 衛生組長 楊喬雁 45 五年四班 郭志昌 75 幼 保 員 劉芳妙    

16 事務組長 沈吟紋 46 五年五班 翁美宜 76 廚    工 陳璧琴    

17 出納組長 陳文霖 47 六年一班 鄭育愷 77 廚    工 陳美惠    

18 幹    事 陳淑華 48 六年二班 賴虹儀 78 工    友 林秀文    

19 輔導組長 李青慧 49 六年三班 吳瑾萱 79 行政助理 林頂欽    

20 資料組長 吳湘琪 50 六年四班 武慧玲 80 行政助理 王忠智    

21 特教組長 林秀燕 51 資 源 班 高宜芝 81 實習老師 李泳霈    

22 一年一班 陳砡仙 52 資 源 班 翁萃鄉 82 實習老師 吳佩璇    

23 一年二班 翁筱雲 53 英語科任 林玲葳 83 實習老師 陳冠宇    

24 一年三班 謝宜庭 54 英語科任 蔡純媚 84 實習老師 林于盛    

25 一年四班 楊春敏 55 美術科任 張杏玉 85 實習老師 林筱淨    

26 一年五班 江芷葳 56 美術科任 韓馥亘 86 警    衛 徐錦明    

27 二年一班 梁熙婷 57 閱推科任 林幼鵑 87 警    衛     

28 二年二班 楊純怡 58 資訊科任 高煒晴 88 警    衛     

29 二年三班 鄭人慈 59 體育科任 莊盛迪       

30 二年四班 賴玉惠 60 舞蹈科任 魯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