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年度好好玩數學營暑假班申辦通過名單-國中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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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年級組 

核定編號 申請者 縣/市 校名 

SC001-1 張琇如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附設國中 

SC001-2 張琇如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附設國中 

SC001-3 張琇如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附設國中 

SC001-4 張琇如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附設國中 

SC002-1 高延玉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中 

SC002-2 高延玉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中 

SC002-3 高延玉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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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002-4 高延玉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中 

SC002-5 高延玉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中 

SC002-6 高延玉 新北市 市立中和國中 

SC003-1 莊志勇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中 

SC003-2 莊志勇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中 

SC003-3 莊志勇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中 

SC003-4 莊志勇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中 

SC003-5 莊志勇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中 

SC003-6 莊志勇 新北市 市立積穗國中 

SC004-1 柯彥廷 宜蘭縣 縣立羅東國中 

SC004-2 柯彥廷 宜蘭縣 縣立羅東國中 

SC004-3 柯彥廷 宜蘭縣 縣立羅東國中 

SC004-4 柯彥廷 宜蘭縣 縣立羅東國中 

SC004-5 柯彥廷 宜蘭縣 縣立羅東國中 

SC004-6 柯彥廷 宜蘭縣 縣立羅東國中 

SC005-1 劉靜宜 桃園市 市立建國國中 

SC005-2 劉靜宜 桃園市 市立建國國中 

SC006-1 謝熹鈐 桃園市 市立山腳國中 

SC006-2 謝熹鈐 桃園市 市立山腳國中 

SC006-3 謝熹鈐 桃園市 市立山腳國中 

SC007-1 呂宗儒 桃園市 市立富岡國中 

SC007-2 呂宗儒 桃園市 市立富岡國中 

SC007-3 呂宗儒 桃園市 市立富岡國中 

SC007-4 呂宗儒 桃園市 市立富岡國中 

SC007-5 呂宗儒 桃園市 市立富岡國中 

SC007-6 呂宗儒 桃園市 市立富岡國中 

SC008-1 蘇美珍 桃園市 市立瑞坪國中 

SC008-2 蘇美珍 桃園市 市立瑞坪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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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008-3 蘇美珍 桃園市 市立瑞坪國中 

SC008-4 蘇美珍 桃園市 市立瑞坪國中 

SC009-1 謝宜宏 桃園市 市立仁和國中 

SC010-1 李宜蓁 桃園市 市立大崙國中 

SC010-2 李宜蓁 桃園市 市立大崙國中 

SC010-3 李宜蓁 桃園市 市立大崙國中 

SC010-4 李宜蓁 桃園市 市立大崙國中 

SC011-1 王姿勻 新竹縣 縣立湖口高中附設國中 

SC011-2 王姿勻 新竹縣 縣立湖口高中附設國中 

SC011-3 王姿勻 新竹縣 縣立湖口高中附設國中 

SC012-1 董靜宜 新竹縣 縣立華山國中 

SC012-2 董靜宜 新竹縣 縣立華山國中 

SC013-1 張麟彥 新竹縣 縣立尖石國中 

SC013-2 張麟彥 新竹縣 縣立尖石國中 

SC013-3 張麟彥 新竹縣 縣立尖石國中 

SC013-4 張麟彥 新竹縣 縣立尖石國中 

SC014-1 詹培莉 新竹縣 縣立仁愛國中 

SC014-2 詹培莉 新竹縣 縣立仁愛國中 

SC015-1 吳哲銘 臺中市 市立龍津高中附設國中 

SC015-2 吳哲銘 臺中市 市立龍津高中附設國中 

SC015-3 吳哲銘 臺中市 市立龍津高中附設國中 

SC015-4 吳哲銘 臺中市 市立龍津高中附設國中 

SC016-1 趙基宏 臺中市 市立日南國中 

SC017-1 張廷吉 臺中市 市立溪南國中 

SC017-2 張廷吉 臺中市 市立溪南國中 

SC018-1 許碧蕙 南投縣 縣立北梅國中 

SC018-2 許碧蕙 南投縣 縣立北梅國中 

SC018-3 許碧蕙 南投縣 縣立北梅國中 



 4 

SC018-4 許碧蕙 南投縣 縣立北梅國中 

SC018-5 許碧蕙 南投縣 縣立北梅國中 

SC018-6 許碧蕙 南投縣 縣立北梅國中 

SC019-1 吳青汝 南投縣 縣立水里國中 

SC019-2 吳青汝 南投縣 縣立水里國中 

SC020-1 蕭詩媛 南投縣 縣立信義國中 

SC020-2 蕭詩媛 南投縣 縣立信義國中 

SC020-3 蕭詩媛 南投縣 縣立信義國中 

SC021-1 陳幸琪 嘉義縣 縣立昇平國中 

SC021-2 陳幸琪 嘉義縣 縣立昇平國中 

SC021-3 陳幸琪 嘉義縣 縣立昇平國中 

SC021-4 陳幸琪 嘉義縣 縣立昇平國中 

SC021-5 陳幸琪 嘉義縣 縣立昇平國中 

SC021-6 陳幸琪 嘉義縣 縣立昇平國中 

SC022-1 顏嘉男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中 

SC022-2 顏嘉男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中 

SC022-3 顏嘉男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中 

SC022-4 顏嘉男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中 

SC022-5 顏嘉男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中 

SC022-6 顏嘉男 嘉義縣 縣立過溝國中 

SC023-1 賴俊廷 嘉義縣 縣立大吉國中 

SC023-2 賴俊廷 嘉義縣 縣立大吉國中 

SC024-1 簡世隆 嘉義縣 縣立六嘉國中 

SC024-2 簡世隆 嘉義縣 縣立六嘉國中 

SC025-1 江曉芸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中 

SC025-2 江曉芸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中 

SC025-3 江曉芸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中 

SC025-4 江曉芸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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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025-5 江曉芸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中 

SC025-6 江曉芸 嘉義縣 縣立中埔國中 

SC026-1 簡義生 嘉義縣 縣立梅山國中 

SC026-2 簡義生 嘉義縣 縣立梅山國中 

SC026-3 簡義生 嘉義縣 縣立梅山國中 

SC027-1 鄭夙君 嘉義縣 縣立大埔國中(小) 

SC028-1 陳潔盈 嘉義縣 縣立豐山實驗國中(小) 

SC028-2 陳潔盈 嘉義縣 縣立豐山實驗國中(小) 

SC029-1 薛汝芳 嘉義縣 縣立水上國中 

SC029-2 薛汝芳 嘉義縣 縣立水上國中 

SC029-3 薛汝芳 嘉義縣 縣立水上國中 

SC030-1 李佩真 臺南市 市立六甲國中 

SC030-2 李佩真 臺南市 市立六甲國中 

SC030-3 李佩真 臺南市 市立六甲國中 

SC031-1 簡子堯 臺東縣 縣立大王國中 

SC031-2 簡子堯 臺東縣 縣立大王國中 

SC032-1 盧佳淑 澎湖縣 縣立志清國中 

SC032-2 盧佳淑 澎湖縣 縣立志清國中 

SC032-3 盧佳淑 澎湖縣 縣立志清國中 

SC033-1 陳俊榮 基隆市 市立碇內國中 

SC034-1 蘇漢哲 新竹市 市立育賢國中 

SC034-2 蘇漢哲 新竹市 市立育賢國中 

SC034-3 蘇漢哲 新竹市 市立育賢國中 

SC034-4 蘇漢哲 新竹市 市立育賢國中 

SC035-1 范慧蘭 新竹市 市立竹光國中 

SC036-1 高碧卿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中 

SC036-2 高碧卿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中 

SC036-3 高碧卿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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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036-4 高碧卿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中 

SC036-5 高碧卿 嘉義市 市立北興國中 

SC037-1 蕭文彥 嘉義市 市立民生國中 

SC037-2 蕭文彥 嘉義市 市立民生國中 

SC038-1 曹庭瑜 臺南市 市立成功國中 

SC039-1 林岳 臺北市 市立永吉國中 

SC039-2 林岳 臺北市 市立永吉國中 

SC039-3 林岳 臺北市 市立永吉國中 

SC040-1 張婉吟 臺北市 市立民權國中 

SC040-2 張婉吟 臺北市 市立民權國中 

SC041-1 林一伊 臺北市 市立桃源國中 

SC041-2 林一伊 臺北市 市立桃源國中 

SC041-3 林一伊 臺北市 市立桃源國中 

SC041-4 林一伊 臺北市 市立桃源國中 

SC041-5 林一伊 臺北市 市立桃源國中 

SC041-6 林一伊 臺北市 市立桃源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