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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好好玩數學營暑假班申辦通過名單-國小中年級組 

注意事項： 

1. 中心的申辦審查決議如下： 

(1) 今年通過辦理資格之班級如下表(每一編號為一班)。 

(2) 請依公告之審查通過班級編號辦理營隊。 

(3) 因疫情趨緩，尚有許多國中小學校未申請到暑假營隊，中心將於 5/26(二)開放第二批

次報名，至 6/10(三)截止，第一批已申請者，可再申請第二批報名。 

(4) 第二批次報名，從原本每校至多辦理 6 個班，調高為 12 班，每名數學活動師至多授

課調高至 12 個班為原則，若超出此限者，請另尋其他數學活動師協助辦理營隊。 

2. 此名單之申請人為行政負責人，營隊辦理之相關資料將於近期寄出，如有班無法辦理，

請於 7/10 前來信曾筱舒專任助理 mathforfun7734@gmail.com，告知無法辦理之班次

及其原因，並請退還補貼之郵資。 

3. 日後若需查詢經費核銷之相關問題，來信或來電時請使用公告之班級編號進行查詢以方

便行政作業之進行。 

4. 部份學校將有指導委員進行訪視，中心會有行前通知，懇請學校予與確認上課日程。謝

謝。 

5. 有關營隊辦理之各項補助為暫定之價目，實際經費補助將以教育部核定之金額為依據，

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並請隨時留意數學教育中心網站訊息，若有暑假班相關問題，請

洽曾筱舒專任助理 (02)7734-6607、林惠珊專任助理 (02)7734-6579 

 

國小中年級組 

核定編號 申請者 縣/市 校名 

SA001-1 周香琦 新北市 市立新林國小 

SA001-2 周香琦 新北市 市立新林國小 

SA001-3 周香琦 新北市 市立新林國小 

SA001-4 周香琦 新北市 市立新林國小 

SA001-5 周香琦 新北市 市立新林國小 

SA001-6 周香琦 新北市 市立新林國小 

SA002-1 秦裕菁 新北市 市立南勢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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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03-1 許志文 新北市 市立三多國小 

SA003-2 許志文 新北市 市立三多國小 

SA004-1 胡倫茹 新北市 市立德音國小 

SA004-2 胡倫茹 新北市 市立德音國小 

SA004-3 胡倫茹 新北市 市立德音國小 

SA005-1 何典蓁 新北市 市立昌平國小 

SA005-2 何典蓁 新北市 市立昌平國小 

SA005-3 何典蓁 新北市 市立昌平國小 

SA006-1 黄雅蔓 宜蘭縣 縣立清溝國小 

SA006-2 黄雅蔓 宜蘭縣 縣立清溝國小 

SA007-1 莊葦櫻 桃園市 市立中埔國小 

SA007-2 莊葦櫻 桃園市 市立中埔國小 

SA007-3 莊葦櫻 桃園市 市立中埔國小 

SA007-4 莊葦櫻 桃園市 市立中埔國小 

SA008-1 陳聰敏 桃園市 市立山頂國小 

SA009-1 王薔閔 桃園市 市立茄苳國小 

SA009-2 王薔閔 桃園市 市立茄苳國小 

SA010-1 周麗珠 桃園市 市立大溪國小 

SA010-2 周麗珠 桃園市 市立大溪國小 

SA010-3 周麗珠 桃園市 市立大溪國小 

SA010-4 周麗珠 桃園市 市立大溪國小 

SA010-5 周麗珠 桃園市 市立大溪國小 

SA010-6 周麗珠 桃園市 市立大溪國小 

SA011-1 胡智慧 桃園市 市立瑞原國小 

SA012-1 羅美惠 桃園市 市立高榮國小 

SA012-2 羅美惠 桃園市 市立高榮國小 

SA013-1 羅美惠 桃園市 市立瑞梅國小 

SA013-2 羅美惠 桃園市 市立瑞梅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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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14-1 林士哲 桃園市 市立楓樹國小 

SA014-2 林士哲 桃園市 市立楓樹國小 

SA015-1 許玉珠 桃園市 市立新榮國小 

SA015-2 許玉珠 桃園市 市立新榮國小 

SA015-3 許玉珠 桃園市 市立新榮國小 

SA016-1 游靜宜 新竹市 市立朝山國小 

SA016-2 游靜宜 新竹市 市立朝山國小 

SA016-3 游靜宜 新竹市 市立朝山國小 

SA017-1 黃彥穎 新竹縣 縣立六家國小 

SA017-2 黃彥穎 新竹縣 縣立六家國小 

SA017-3 黃彥穎 新竹縣 縣立六家國小 

SA017-4 黃彥穎 新竹縣 縣立六家國小 

SA018-1 徐慧玲 苗栗縣 縣立銅鑼國小 

SA018-2 徐慧玲 苗栗縣 縣立銅鑼國小 

SA019-1 呂明飛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SA019-2 呂明飛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SA019-3 呂明飛 臺中市 市立南陽國小 

SA020-1 陳加弘 臺中市 市立東明國小 

SA020-2 陳加弘 臺中市 市立東明國小 

SA020-3 陳加弘 臺中市 市立東明國小 

SA021-1 賴文溥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SA021-2 賴文溥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SA021-3 賴文溥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SA021-4 賴文溥 臺中市 市立竹林國小 

SA022-1 林文彥 臺中市 市立峰谷國小 

SA022-2 林文彥 臺中市 市立峰谷國小 

SA022-3 林文彥 臺中市 市立峰谷國小 

SA023-1 黃玉嬌 臺中市 市立潭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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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23-2 黃玉嬌 臺中市 市立潭陽國小 

SA023-3 黃玉嬌 臺中市 市立潭陽國小 

SA023-4 黃玉嬌 臺中市 市立潭陽國小 

SA024-1 莊于萱 臺中市 市立瑞井國小 

SA024-2 莊于萱 臺中市 市立瑞井國小 

SA024-3 莊于萱 臺中市 市立瑞井國小 

SA025-1 莊玲瑜  陳俞余 彰化縣 縣立平和國小 

SA025-2 莊玲瑜  陳俞余 彰化縣 縣立平和國小 

SA025-3 莊玲瑜  陳俞余 彰化縣 縣立平和國小 

SA025-4 莊玲瑜  陳俞余 彰化縣 縣立平和國小 

SA025-5 莊玲瑜  陳俞余 彰化縣 縣立平和國小 

SA025-6 莊玲瑜  陳俞余 彰化縣 縣立平和國小 

SA026-1 林根煌 彰化縣 縣立寶山國小 

SA026-2 林根煌 彰化縣 縣立寶山國小 

SA027-1 張雅苓 彰化縣 縣立大嘉國小 

SA027-2 張雅苓 彰化縣 縣立大嘉國小 

SA027-3 張雅苓 彰化縣 縣立大嘉國小 

SA028-1 施淑津 彰化縣 縣立鹿港國小 

SA028-2 施淑津 彰化縣 縣立鹿港國小 

SA029-1 楊雅雯 南投縣 縣立至誠國小 

SA029-2 楊雅雯 南投縣 縣立至誠國小 

SA030-1 翁崧桓 南投縣 縣立豐丘國小 

SA030-2 翁崧桓 南投縣 縣立豐丘國小 

SA030-3 翁崧桓 南投縣 縣立豐丘國小 

SA031-1 陳惠敏 南投縣 縣立漳興國小 

SA031-2 陳惠敏 南投縣 縣立漳興國小 

SA032-1 林淑君 雲林縣 縣立東和國小 

SA032-2 林淑君 雲林縣 縣立東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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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33-1 許吉雄 雲林縣 縣立興昌國小 

SA034-1 詹幸樺 雲林縣 縣立中溪國小 

SA034-2 詹幸樺 雲林縣 縣立中溪國小 

SA034-3 詹幸樺 雲林縣 縣立中溪國小 

SA034-4 詹幸樺 雲林縣 縣立中溪國小 

SA034-5 詹幸樺 雲林縣 縣立中溪國小 

SA035-1 林芳瑜 雲林縣 縣立崙豐國小 

SA035-2 林芳瑜 雲林縣 縣立崙豐國小 

SA035-3 林芳瑜 雲林縣 縣立崙豐國小 

SA035-4 林芳瑜 雲林縣 縣立崙豐國小 

SA035-5 林芳瑜 雲林縣 縣立崙豐國小 

SA035-6 林芳瑜 雲林縣 縣立崙豐國小 

SA036-1 魏美粧 雲林縣 縣立東榮國小 

SA037-1 陳美珠 雲林縣 縣立和平國小 

SA037-2 陳美珠 雲林縣 縣立和平國小 

SA038-1 陳欣民 嘉義縣 縣立大同國小 

SA039-1 盧怡遠 嘉義縣 縣立大鄉國小 

SA039-2 盧怡遠 嘉義縣 縣立大鄉國小 

SA040-1 郭育彰 嘉義縣 縣立新岑國小 

SA040-2 郭育彰 嘉義縣 縣立新岑國小 

SA041-1 何穗青 嘉義縣 縣立大林國小 

SA042-1 吳國裕 嘉義縣 縣立溪口國小 

SA043-1 廖姵雯 嘉義縣 縣立新港國小 

SA043-2 廖姵雯 嘉義縣 縣立新港國小 

SA043-3 廖姵雯 嘉義縣 縣立新港國小 

SA044-1 劉佩如 嘉義縣 縣立下楫國小 

SA044-2 劉佩如 嘉義縣 縣立下楫國小 

SA044-3 劉佩如 嘉義縣 縣立下楫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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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45-1 洪碧純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小 

SA045-2 洪碧純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小 

SA046-1 曾若雅 嘉義縣 縣立大湖國小 

SA046-2 曾若雅 嘉義縣 縣立大湖國小 

SA046-3 曾若雅 嘉義縣 縣立大湖國小 

SA047-1 郭盈傑 嘉義縣 縣立蒜頭國小 

SA047-2 郭盈傑 嘉義縣 縣立蒜頭國小 

SA047-3 郭盈傑 嘉義縣 縣立蒜頭國小 

SA048-1 張雅玲 臺南市 市立深坑國小 

SA049-1 林佳儀 臺南市 市立大橋國小 

SA049-2 林佳儀 臺南市 市立大橋國小 

SA050-1 黃莉雯 臺南市 市立善化國小 

SA050-2 黃莉雯 臺南市 市立善化國小 

SA050-3 黃莉雯 臺南市 市立善化國小 

SA051-1 尤韋翔 臺南市 市立大成國小 

SA051-2 尤韋翔 臺南市 市立大成國小 

SA051-3 尤韋翔 臺南市 市立大成國小 

SA052-1 劉怡芳 臺南市 市立紀安國小 

SA052-2 劉怡芳 臺南市 市立紀安國小 

SA053-1 郭蔚文 臺南市 市立後港國小 

SA053-2 郭蔚文 臺南市 市立後港國小 

SA053-3 郭蔚文 臺南市 市立後港國小 

SA054-1 李佳函 臺南市 市立三股國小 

SA055-1 李于嘉 臺南市 市立蚵寮國小 

SA055-2 李于嘉 臺南市 市立蚵寮國小 

SA056-1 陳立祐 臺南市 市立隆田國小 

SA056-2 陳立祐 臺南市 市立隆田國小 

SA056-3 陳立祐 臺南市 市立隆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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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57-1 康韶真 臺南市 市立歡雅國小 

SA057-2 康韶真 臺南市 市立歡雅國小 

SA057-3 康韶真 臺南市 市立歡雅國小 

SA058-1 邱微惠 臺南市 市立仁光國小 

SA058-2 邱微惠 臺南市 市立仁光國小 

SA059-1 吳孟庭 臺南市 市立後壁國小 

SA059-2 吳孟庭 臺南市 市立後壁國小 

SA059-3 吳孟庭 臺南市 市立後壁國小 

SA060-1 王家芸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SA060-2 王家芸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SA060-3 王家芸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SA060-4 王家芸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SA060-5 王家芸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SA060-6 王家芸 臺南市 市立新東國小 

SA061-1 張瓊月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小 

SA061-2 張瓊月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小 

SA061-3 張瓊月 臺南市 市立新泰國小 

SA062-1 陳淑卿 高雄市 市立中芸國小 

SA062-2 陳淑卿 高雄市 市立中芸國小 

SA062-3 陳淑卿 高雄市 市立中芸國小 

SA062-4 陳淑卿 高雄市 市立中芸國小 

SA062-5 陳淑卿 高雄市 市立中芸國小 

SA063-1 江哲豪 高雄市 市立永芳國小 

SA063-2 江哲豪 高雄市 市立永芳國小 

SA063-3 江哲豪 高雄市 市立永芳國小 

SA064-1 王娟娟 高雄市 市立昭明國小 

SA064-2 王娟娟 高雄市 市立昭明國小 

SA065-1 盧天賜 高雄市 市立中庄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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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66-1 楊雅芬 高雄市 市立茄萣國小 

SA066-2 楊雅芬 高雄市 市立茄萣國小 

SA066-3 楊雅芬 高雄市 市立茄萣國小 

SA067-1 陳靜嫺 高雄市 市立砂崙國小 

SA067-2 陳靜嫺 高雄市 市立砂崙國小 

SA068-1 蕭永慧 屏東縣 縣立勝利國小 

SA069-1 彭稚玲 屏東縣 縣立唐榮國小 

SA070-1 陳昭庭 屏東縣 縣立惠農國小 

SA070-2 陳昭庭 屏東縣 縣立惠農國小 

SA070-3 陳昭庭 屏東縣 縣立惠農國小 

SA071-1 丁秋云 屏東縣 縣立土庫國小 

SA071-2 丁秋云 屏東縣 縣立土庫國小 

SA071-3 丁秋云 屏東縣 縣立土庫國小 

SA072-1 凃淳益 屏東縣 縣立泰安國小 

SA072-2 凃淳益 屏東縣 縣立泰安國小 

SA072-3 凃淳益 屏東縣 縣立泰安國小 

SA072-4 凃淳益 屏東縣 縣立泰安國小 

SA072-5 凃淳益 屏東縣 縣立泰安國小 

SA073-1 林志誠 屏東縣 縣立枋寮國小 

SA073-2 林志誠 屏東縣 縣立枋寮國小 

SA073-3 林志誠 屏東縣 縣立枋寮國小 

SA074-1 林淑芳 屏東縣 縣立建興國小 

SA074-2 林淑芳 屏東縣 縣立建興國小 

SA074-3 林淑芳 屏東縣 縣立建興國小 

SA075-1 曾玉杏 臺東縣 縣立東清國小 

SA076-1 邱郁雯 臺東縣 縣立東海國小 

SA076-2 邱郁雯 臺東縣 縣立東海國小 

SA076-3 邱郁雯 臺東縣 縣立東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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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77-1 陳俐文 澎湖縣 縣立隘門國小 

SA078-1 黃玉蕙 基隆市 市立東信國小 

SA079-1 陳湘玲 基隆市 市立東光國小 

SA079-2 陳湘玲 基隆市 市立東光國小 

SA080-1 彭旭田 新竹市 市立竹蓮國小 

SA080-2 彭旭田 新竹市 市立竹蓮國小 

SA080-3 彭旭田 新竹市 市立竹蓮國小 

SA081-1 任韋誠 新竹市 市立關東國小 

SA081-2 任韋誠 新竹市 市立關東國小 

SA081-3 任韋誠 新竹市 市立關東國小 

SA082-1 彭文欣 臺中市 市立北區太平國小 

SA082-2 彭文欣 臺中市 市立北區太平國小 

SA082-3 彭文欣 臺中市 市立北區太平國小 

SA083-1 劉懿瑩 臺中市 市立協和國小 

SA083-2 劉懿瑩 臺中市 市立協和國小 

SA084-1 王文志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SA084-2 王文志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SA084-3 王文志 嘉義市 市立宣信國小 

SA085-1 許美華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SA085-2 許美華 嘉義市 市立世賢國小 

SA086-1 沈佳慧 嘉義市 市立港坪國小 

SA086-2 沈佳慧 嘉義市 市立港坪國小 

SA087-1 洪苗芳 臺南市 市立永福國小 

SA087-2 洪苗芳 臺南市 市立永福國小 

SA087-3 洪苗芳 臺南市 市立永福國小 

SA088-1 王麗娟 臺南市 市立文元國小 

SA088-2 王麗娟 臺南市 市立文元國小 

SA088-3 王麗娟 臺南市 市立文元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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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088-4 王麗娟 臺南市 市立文元國小 

SA088-5 王麗娟 臺南市 市立文元國小 

SA089-1 李彥瑤 臺北市 市立河堤國小 

SA089-2 李彥瑤 臺北市 市立河堤國小 

SA089-3 李彥瑤 臺北市 市立河堤國小 

SA089-4 李彥瑤 臺北市 市立河堤國小 

SA090-1 謝瑋哲 高雄市 市立前鎮國小 

SA090-2 謝瑋哲 高雄市 市立前鎮國小 

SA090-3 謝瑋哲 高雄市 市立前鎮國小 

SA091-1 李肇之 高雄市 市立漢民國小 

SA091-2 李肇之 高雄市 市立漢民國小 

SA091-3 李肇之 高雄市 市立漢民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