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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淇峰 男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教師 臺北市

2 林連鍠 男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教師 臺北市

3 李承華 男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 校長 臺北市

4 黃國平 男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教師 臺北市

5 李亦欣 女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教師 臺北市

6 陳台瓊 女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教師 臺北市

7 陳錦逢 男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 臺北市

8 陳建光 男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教師 臺北市

9 蔡春風 男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教師 臺北市

10 許德田 男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國民小學 校長 新北市

11 楊幸鈞 女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教師 新北市

12 杜筱梅 女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教師 新北市

13 曾才榮 男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教師 新北市

14 鄭雅玲 女 新北市中和區光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教師 新北市

15 馮立縈 女 桃園市平鎮區義興國民小學 校長 桃園市

16 張哲溢 男 桃園市蘆竹區海湖國民小學 教師 桃園市

17 周淑惠 女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教師 桃園市

18 陳月英 女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桃園市

19 胡金枝 女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校長 臺中市

20 鄭麗娟 女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校長 臺中市

21 李秀櫻 女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 校長 臺中市

22 詹麗慧 女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教師 臺中市

23 劉姝言 女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臺中市

24 楊宗榮 男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 教師 臺中市

25 張茵倩 女 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民小學 校長 臺南市

26 李志軒 男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實驗小學 校長 臺南市

27 劉嘉怡 女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教師 臺南市

28 黃瑞鶯 女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教師 高雄市

29 朱國良 男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教師 高雄市

30 蘇宥誠 男 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 教師 高雄市

31 陳育玲 女 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 教師 宜蘭縣

32 吳宏達 男 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教師 宜蘭縣

33 邱曉詩 女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 教師 新竹縣

34 温櫻美 女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國民小學 教師 苗栗縣

35 李政穎 男 彰化縣芬園鄉文德國民小學 校長 彰化縣

36 施美代 女 彰化縣鹿港鎮洛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教師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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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周進科 男 南投縣水里鄉新興國民小學 校長 南投縣

38 林慕怡 女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國民小學 教師 南投縣

39 吳秀玲 女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教師 雲林縣

40 黃明旋 男 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民小學 校長 雲林縣

41 陳振興 男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 校長 嘉義縣

42 黃馨儀 女 嘉義縣立溪口國民中學 教師 嘉義縣

43 林秀英 女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 校長 屏東縣

44 陳淑蕙 女 屏東縣長治鄉長興國民小學 校長 屏東縣

45 曾啟瑞 男 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 教師 屏東縣

46 楊鵲彬 男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教師 臺東縣

47 田楊橋 男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校長 花蓮縣

48 許雅玲 女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教師 花蓮縣

49 黃銘廣 男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校長 澎湖縣

50 辛柏緯 男 澎湖縣湖西鄉龍門國民小學 教師 澎湖縣

51 葉玉君 女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教師 基隆市

52 林燕瑜 女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 教師 新竹市

53 林琦珍 女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教師 嘉義市

54 許開山 男 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 教師 金門縣

55 劉禮平 男 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 教師 連江縣

56 粘淑真 女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校長 國教署

57 朱峻民 男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教師 國教署

58 陳勇延 男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校長 國教署

59 鍾淑華 女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教師 國教署

60 許永昌 男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校長 國教署

61 王皇玉 女 國立臺灣大學 特聘教授 高教司

62 王麗斐 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高教司

63 湯銘哲 男 國立成功大學 特聘教授 高教司

64 游萃蓉 女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教授 高教司

65 林財富 男 國立成功大學 講座教授 高教司

66 蘇玉龍 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特聘教授 高教司

67 何宛怡 女 高雄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高教司

68 李傳房 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授 技職司

69 徐啟銘 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授 技職司

70 劉家婷 女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教師 國際司

71 陳瑛怡 女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主任教官 學特司

72 鄭麗文 女 明陽中學 教師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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