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12 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國中小承辦人鑑定安置說明會 

國中小承辦人鑑定安置說明會 

錄取名單 

※請務必於 111年 12月 21日(星期三)13:20前進入會議室 

※請注意收信(特教研習網所留信箱)及報名表單 

※請將信箱名稱改為服務學校與真實姓名(勿僅顯示英文名) 

 

    

NO 行政區 服務單位 姓名 

1 八德區 市立八德國小 廖○雯 

2 八德區 市立八德國中 吳○嫻 

3 八德區 市立大安國小 林○怡 

4 八德區 市立大成國中 呂○美 

5 八德區 市立大忠國小 楊○菁 

6 八德區 市立大勇國小 曾○瑋 

7 八德區 市立茄苳國小 吳○萍 

8 八德區 市立瑞豐國小 鄭○元 

9 八德區 市立霄裡國小 林○潔 

10 八德區 桃園市新興高中 周○涵 

11 大園區 市立大園國小 劉○吟 

12 大園區 市立大園國中 周○惠 

13 大園區 市立五權國小 劉○惠 

14 大園區 市立竹圍國小 劉○任 

15 大園區 市立埔心國小 蔡○齡 

16 大溪區 市立大溪國小 古○茜 

17 大溪區 市立大溪國中 邱○薇 

18 大溪區 市立大溪國中 蕭○彤 

19 大溪區 市立仁和國小 謝○芳 

20 大溪區 市立仁和國中 徐○美 

21 大溪區 市立仁善國小 鄒○真 

22 大溪區 市立田心國小 林○綸 

23 大溪區 市立員樹林國小 蔡○涵 

24 大溪區 市立僑愛國小 李○城 

25 中壢區 市立大崙國中 姜○彣 

26 中壢區 市立中平國小 郭○真 

27 中壢區 市立中正國小 莊○雯 

28 中壢區 市立中壢國小 邱○婷 

29 中壢區 市立元生國小 李○榛 

30 中壢區 市立內壢國小 王○華 

 

 



 

 

 

 

 

 

 

 

NO 行政區 服務單位 姓名 

31 中壢區 市立內壢國中 許○楨 

32 中壢區 市立自立國小 鈄○芳 

33 中壢區 市立東興國中 石○郡 

34 中壢區 市立林森國小 黃○芳 

35 中壢區 市立芭里國小 姜○榕 

36 中壢區 市立青埔國小 許○鈞 

37 中壢區 市立青埔國中 巫○宜 

38 中壢區 市立信義國小 曾○賢 

39 中壢區 市立富台國小 李○蒼 

40 中壢區 市立新明國小 吳○功 

41 中壢區 市立新明國中 洪○美 

42 中壢區 市立新街國小 梁○瑩 

43 中壢區 市立過嶺國中 邱○咨 

44 中壢區 市立興仁國小 劉○淦 

45 中壢區 市立興南國中 林○靜 

46 中壢區 市立興國國小 黃○慈 

47 中壢區 市立龍岡國小 施○怡 

48 中壢區 市立龍興國中 楊○琇 

49 中壢區 私立有得國中(小) 杜○蓁 

50 中壢區 桃園市立青園國小 謝○真 

51 平鎮區 市立山豐國小 王○奇 

52 平鎮區 市立中壢國中 朱○真 

53 平鎮區 市立文化國小 楊○源 

54 平鎮區 市立北勢國小 鍾○華 

55 平鎮區 市立平南國中 陳○雅 

56 平鎮區 市立平興國小 劉○新 

57 平鎮區 市立平鎮國中 吳○如 

58 平鎮區 市立平鎮國中 陳○玲 

59 平鎮區 市立宋屋國小 詹○慧 

60 平鎮區 市立東安國小 鄒○淳 

 

 



 

 

 

 

NO 行政區 服務單位 姓名 

61 平鎮區 市立東勢國小 黃○如 

62 平鎮區 市立祥安國小 朱○慧 

63 平鎮區 市立新榮國小 黃○瑛 

64 桃園區 市立大有國中 俞○棠 

65 桃園區 市立大有國中 蔡○宜 

66 桃園區 市立中山國小 詹○霜 

67 桃園區 市立中埔國小 李○如 

68 桃園區 市立中興國中 張○弘 

69 桃園區 市立中興國中 簡○樺 

70 桃園區 市立文山國小 郭○燕 

71 桃園區 市立文昌國中 施○旻 

72 桃園區 市立北門國小 鍾○男 

73 桃園區 市立永順國小 黃○君 

74 桃園區 市立同德國小 陳○成 

75 桃園區 市立成功國小 李○月 

76 桃園區 市立西門國小 劉○君 

77 桃園區 市立快樂國小 李○惟 

78 桃園區 市立東門國小 劉○慈 

79 桃園區 市立青溪國中 蘇○維 

80 桃園區 市立南門國小 陳○儒 

81 桃園區 市立建國國小 黃○潔 

82 桃園區 市立建國國中 何○靜 

83 桃園區 市立建德國小 蘇○彬 

84 桃園區 市立桃園國小 謝○宸 

85 桃園區 市立桃園國中 孫○琪 

86 桃園區 市立莊敬國小 戴○萍 

87 桃園區 市立慈文國小 簡○菁 

88 桃園區 市立慈文國中 陳○宇 

89 桃園區 市立新埔國小 林○翊 

90 桃園區 市立會稽國小 鄭○娟 

 

 

 

 

 

 



 

 

 

 

NO 行政區 服務單位 姓名 

91 桃園區 市立會稽國中 蔡○純 

92 桃園區 市立經國國中 呂○育 

93 桃園區 市立福豐國中 陳○仁 

94 桃園區 市立龍山國小 王○芬 

95 新屋區 市立埔頂國小 盧○偉 

96 楊梅區 市立上田國小 古○銘 

97 楊梅區 市立上湖國小 張○玲 

98 楊梅區 市立水美國小 李○婷 

99 楊梅區 市立四維國小 邱○雯 

100 楊梅區 市立高榮國小 宋○興 

101 楊梅區 市立富岡國小 李○伶 

102 楊梅區 市立楊光國中(小) 湯○展 

103 楊梅區 市立楊明國小 徐○慧 

104 楊梅區 市立楊明國中 黃○婷 

105 楊梅區 市立瑞梅國小 詹○妃 

106 楊梅區 市立瑞塘國小 李○紅 

107 楊梅區 私立大華高中 陳○珍 

108 龍潭區 市立石門國小 陳○珊 

109 龍潭區 市立石門國中 馮○毓 

110 龍潭區 市立武漢國小 馬○蕙 

111 龍潭區 市立武漢國中 劉○菊 

112 龍潭區 市立凌雲國中 徐○麗 

113 龍潭區 市立高原國小 吳○惠 

114 龍潭區 市立潛龍國小 林○玉 

115 龍潭區 市立龍潭國小 周○琳 

116 龍潭區 市立龍潭國中 吳○雯 

117 龍潭區 市立雙龍國小 謝○玉 

118 龜山區 市立大埔國小 蔡○智 

119 龜山區 市立大崗國小 杜○庭 

120 龜山區 市立大崗國中 陳○君 

 

 

 

 

 

 



 

 

 

NO 行政區 服務單位 姓名 

121 龜山區 市立山頂國小 蘇○彤 

122 龜山區 市立文欣國小 翁○旋 

123 龜山區 市立文華國小 簡○萱 

124 龜山區 市立自強國小 許○瑜 

125 龜山區 市立幸福國小 呂○玲 

126 龜山區 市立幸福國中 張○玲 

127 龜山區 市立幸福國中 陳○伃 

128 龜山區 市立長庚國小 陳○菱 

129 龜山區 市立南美國小 張○和 

130 龜山區 市立迴龍國中(小) 陳○傑 

131 龜山區 市立新路國小 邱○婷 

132 龜山區 市立新路國小 黃○恬 

133 龜山區 市立楓樹國小 徐○春 

134 龜山區 市立樂善國小 許○涵 

135 龜山區 市立龜山國小 吳○壁 

136 龜山區 市立龜山國中 謝○靚 

137 蘆竹區 市立大竹國小 林○霖 

138 蘆竹區 市立大華國小 葉○達 

139 蘆竹區 市立山腳國中 何○綾 

140 蘆竹區 市立光明國小 林○倫 

141 蘆竹區 市立光明國中 沈○照 

142 蘆竹區 市立光明國中 許○豪 

143 蘆竹區 市立南崁國小 黃○誠 

144 蘆竹區 市立南崁國中 林○君 

145 蘆竹區 市立南崁國中 鄭○禎 

146 蘆竹區 市立南崁國中 譚○勻 

147 蘆竹區 市立新興國小 黃○鈞 

148 蘆竹區 市立錦興國小 王○甄 

149 蘆竹區 市立龍安國小 陳○均 

150 觀音區 市立大潭國小 王○男 

 

 

 

 

 

 

 



 

 

 

NO 行政區 服務單位 姓名 

151 觀音區 市立保生國小 邱○哲 

152 觀音區 市立崙坪國小 吳○芬 

153 觀音區 市立新坡國小 許○雯 

154 台北市信義區 永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楊○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