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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045  白淑芬 特039  劉吳月錦 特033  張素華 特027  何謝千金 特021  吳玉君 特015  陳涂秀枝 特008  盧吳淑靖 特001  劉思齊

2 特046  周毓慧 特040  陳鳳秋 特034  劉虹助 特028  陳香吟 特022  高在蓮 特016  謝貴蓉 特009  何慧玲 特002  高華忠

3 特047  邱松美 特041  張麗玲 特035  吳孟祐 特029  黃錦桂 特023  楊湘惠 特017  陳慧眞 特010  林伿蒖 特003  張美玉

4 特048  陳興隣 特042  江美慧 特036  郭懿佳 特030  陳螢驊 特024  洪綠黛 特018  陳春綢 特011  萬思妤 特004  顏淑華

5 特049  謝麗華 特043  黃瓊沴 特037  柯富月 特031  廖鎵渱 特025  劉碧華  特019  林雪美 特012  陳心怡 特005  鄭凌雲

6 特050  孫金足 特044  林雪麗 特038  王育萱 特032  柯志忻 特026  吳碧雲 特020  蕭素娟 特013  蔡宛庭 特006  李惠玲

7 特014  邱湘甯 特007  鄭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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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095  曾雯君 特089  郭素蘭 特083  蔡張秀春 特077  蔡佳蓁 特071  黃品蓉 特065  林吳秀枝 特058  吳玉琴 特051  林金蓮

2 特096  翁詩涵 特090  楊家羚 特084  林育萱 特078  陳茜宏 特072  蘇素華 特066  林幸蓉 特059  李麗琴 特052  洪麗芬

3 特097  高守蘭 特091  易銀花 特085  葉馨媛 特079  鄭淑如 特073  鄭瑞玲 特067  黃晚霞 特060  葉昇華 特053  陳冠妤

4 特098  黃惠琴 特092  吳秀英 特086  李春鶴 特080  林美蒂 特074  許秀利 特068  孫麗娟 特061  陳瑞蓮 特054  古家鳳

5 特099  吳淑惠 特093  黃美惠 特087 陳品璇 特081  郭金好 特075  邱秋芬 特069   杜麗麗 特062  陳麗雯 特055  李怡婷

6 特100  張淑貞 特094  江淑珠 特088  余祉瑩 特082  邱美鑾 特076  黃玉惠 特070  羅秀金 特063  張雅貞 特056  單美芳

7 特064  郭玲蘭 特057  陳麗琴

8

幼保大樓

22-0204
講台



1 2 3 4 5 6 7 8

1 在001 洪巧玲 一般021 葉潤青 一般014 林承蓉 一般007 陳欣珮 特108 余宛容 特101 吳盧秀鑾

2 在002 許純華 一般022 蔡明容 一般015 林皇妤 一般008 蔡珮萍 一般001 鄧婕妤 特102 王綉惠

3 在 003林燕語 一般023 陳怡茹 一般016  施秀慧 一般009 邱靖婷 一般002 陳莉雯 特103 鄒佩玲

4 在004 丁婷婷 一般024蔡馨月 一般017  都淑娟 一般010 王秋燕 一般003 陳櫻美 特104 董欣慧

5 一般025 曾麗麗 一般018  謝吉昌 一般011 孫婉萍 一般004 歐雅婷 特105 陳慧珠

6 一般026 黃怡文 一般019  洪美英 一般012 黃詠筠 一般005 謝幸惠 特106 陳敏玉

7 一般027 王盈丹 一般020 郭雅秀 一般013 吳美倫 一般006 汪建美 特107 薛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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