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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9學年度國教輔導團續任/回任轉任輔導員名冊 

編號 團別 職務 姓名 服務學校 組別 

1 

01 國語團 

主任輔導員 黃靖惠 成德高中 國中 

 主任輔導員 張琪斐 東門國小 國小 

2 兼任輔導員 吳幸倩 成德高中 國中 

3 兼任輔導員 蕭雅玲 光武國中 國中 

4 兼任輔導員 吳昌諭 三民國中 國中 

5 兼任輔導員 李怡穎 關埔國小 國小 

6 兼任輔導員 練芳妤 關埔國小 國小 

7 兼任輔導員 陳慧玲 香山國小 國小 

8 兼任輔導員 張淯僑 東門國小 國小 

9 兼任輔導員 秦  心 東門國小 國小 

10     02 本土閩語團 主任輔導員 簡曉瑩 北門國小 國小 

11  兼任輔導員 羅舒璘 科園國小 國小 

12  兼任輔導員 陳雅惠 香山國小 國小 

13  兼任輔導員 郭蓁蓁 載熙國小 國小 

14   本土客語團 主任輔導員 葉秋美 三民國小 國小 

15  兼任輔導員 黃秋燕 關東國小 國小 

16  兼任輔導員 鄭展志 三民國小 國小 

17  兼任輔導員 黃惠琴 培英國中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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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土原民語團 主任輔導員 蔡婉緩 新竹國小 國小 

19  兼任輔導員 瓦旦希漢 育賢國中 國中 

20  兼任輔導員 邱孝茹 載熙國小 國小 

21  兼任輔導員 黃雅如 科園國小 國小 

22  兼任輔導員 賴凱岫 成德高中 國中 

23 

03 英語團 

主任輔導員 潘慧嵐 三民國中 國中 

24 主任輔導員 陳玉青 東園國小 國小 

25 兼任輔導員 周鳳琪 三民國中 國中 

26 兼任輔導員 朱貴貞 三民國中 國中 

27 兼任輔導員 羅伊廷 三民國中 國中 

28 兼任輔導員 劉姿君 東園國小 國小 

29 兼任輔導員 陳慧貞 載熙國小 國小 

30 兼任輔導員 楊慧椿 西門國小 國小 

31 

 

 

      

 

 

 

 

04 數學團 

主任輔導員 李國寧 建功國小 國小 

32 兼任輔導員 蘇漢哲 育賢國中 國中 

33 兼任輔導員 陳巧莉 育賢國中 國中 

34 兼任輔導員 胡哲瑋 實驗國小 國小 

35 兼任輔導員 彭旭田 竹蓮國小 國小 

36 兼任輔導員 廖雁慈 陽光國小 國小 

37 兼任輔導員 洪秀玲 龍山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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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兼任輔導員 吳俊成 東門國小 國小 

39 兼任輔導員 李俊明 建功國小 國小 

40 
 

 

 

 

 

 

 

 

05 健體團 

   

 

 

 

 

 

 

 

 

 

  

主任輔導員 洪睦盛 虎林國中 國中 

42 兼任輔導員 謝玉姿 建功國小 國小 

43 兼任輔導員 游秀綾 虎林國中 國中 

44 兼任輔導員 陳珮英 培英國中 國中 

45 兼任輔導員 蕭郁璇 科園實中 國中 

46 兼任輔導員 錢明福 建功國小 國小 

47 兼任輔導員 高子人 茄苳國小 國小 

48 兼任輔導員 阮亮諭 龍山國小 國小 

49 兼任輔導員 陳政智 西門國小 國小 

50 主任輔導員 高瑩真 載熙國小 國小 

51 兼任輔導員 楊政基 龍山國小 國小 

52 

06 自然團 

主任輔導員 鄒政益 培英國中 國中 

53 主任輔導員 張慧真 陽光國小 國小 

54 兼任輔導員 楊易倫 培英國中 國中 

55 兼任輔導員 楊秋燕 新竹國小 國小 

  56 兼任輔導員 胡淑貞 舊社國小 國小 

57 兼任輔導員 吳仁佑 竹蓮國小 國小 

58 兼任輔導員 傅淳鈴 西門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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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07 社會團 

主任輔導員 游涵淑 竹光國中 國中 

60 主任輔導員 鄭淑靜 新竹國小 國小 

61 兼任輔導員 丁莉杰 新竹國小 國小 

62 兼任輔導員 楊慧琪 陽光國小 國小 

63 兼任輔導員 彭東烈 南寮國小 國小 

64 兼任輔導員 張瑀嵐 新竹國小 國小 

65 兼任輔導員 曾偉理 新竹國小 國小 

66 

 

8 藝術團 

 

 

 

 

 

 

 

  

主任輔導員 林淑鈴 建華國中 國中 

67 主任輔導員 田又方 陽光國小 國小 

68 兼任輔導員 陳孟澤 建華國中 國中 

69 兼任輔導員 曾宇玄 光武國中 國中 

70 兼任輔導員 林迦 實驗中學 國中 

71 兼任輔導員 林政君 建功國小 國小 

72 兼任輔導員 陳惠如 民富國小 國小 

73 兼任輔導員 黃頌慈 新竹國小 國小 

74 

 

 

 

 

 

09 綜合團 

主任輔導員 王昱淇 光華國中 國中 

75 主任輔導員 陳怡臻 舊社國小 國小 

76 兼任輔導員 黃廷立 光武國中 國中 

77 兼任輔導員 鄭美紅 成德高中 國中 

78 兼任輔導員 李淑芬 舊社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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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兼任輔導員 許靖纓 舊社國小 國小 

80 兼任輔導員 蘇純慧 實驗中學國小部 國小 

81 兼任輔導員 林裕翔 實驗中學國小部 國小 

82 兼任輔導員 朱建豪 實驗中學國小部 國小 

83 兼任輔導員 游欣雯 東門國小 國小 

84 

10 生活團 

主任輔導員 江美文 民富國小 國小 

85 兼任輔導員 李宛蓒 民富國小 國小 

86 兼任輔導員 李佳穎 新竹國小 國小 

87 兼任輔導員 呂淑娟 舊社國小 國小 

88 兼任輔導員 劉雅華 民富國小 國小 

89 兼任輔導員 林詩蘋 西門國小 國小 

90 兼任輔導員 林柏妤 關埔國小 國小 

91 兼任輔導員 謝佳芸 民富國小 國小 

92 

11 科技團  

主任輔導員 栗天佑 光武國中 國中 

93 主任輔導員 鄧拔銓 載熙國小 國小 

94 兼任輔導員 倪柏彥 光武國中 國中 

95 兼任輔導員 黃蘚茹 建功高中 國中 

96 兼任輔導員 謝宗翔 建華國中 國中 

97 兼任輔導員 陳麗鈴 虎林國中 國中 

98 兼任輔導員 葉日宏 育賢國中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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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兼任輔導員 高嘉斌 香山高中 國中 

100 兼任輔導員 楊銘富 科園國小 國小 

101 兼任輔導員 陳梅香 關埔國小 國小 

102 兼任輔導員 郭秀蓮 關東國小 國小 

103 

12 性平團 

主任輔導員 黃佳文 龍山國小 國小 

  104 兼任輔導員 蔡秋滿 北門國小 國小 

105 兼任輔導員 李惠茹 虎林國小 國小 

106 兼任輔導員 廖妙柔 龍山國小 國小 

107 兼任輔導員 戴鳳琴 龍山國小 國小 

108 兼任輔導員 黃鈺雅 成德高中 國中 

109 

13 人權團 

主任輔導員 黃淑娟 南寮國小 國小 

110 主任輔導員 邱瑞妏 竹光國中 國中 

111 兼任輔導員 蘇泓俊 東門國小 國小 

112 兼任輔導員 徐敬嵐 陽光國小 國小 

113 兼任導員 胡美芳 香山國小 國小 

114 兼任導員 顧芳先 竹光國中 國中 

115 行政祕書 簡小娟 南寮國小 國小 

116 

14 環境團 

主任輔導員 賴香君 青草湖國小 國小 

117 兼任輔導員 魏紫玲 西門國小 國小 

118 兼任輔導員 陳怡茹 頂埔國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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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兼任輔導員 陳芃均 青草湖國小 國小 

120 兼任輔導員 江至正 青草湖國小 國小 

121 兼任輔導員 謝婉廷 青草湖國小 國小 

122 兼任輔導員 陳雅珮 東園國小 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