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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SP創新教學成長社群 教學 彭瑞琪 陳智怡 高家珍 林家玉 江悅慈 陳美玲 郭燕菁 V

2 莘星相惜，健康在地成長社群
教學

行政
沈珊如 洪文綺 呂國勳 吳慧珊 楊子誼 林孟葳 V

3 音樂美藝與人生成長社群 教學 王玉華 何萬良 毛遠薪 黃世欣 陳立賢 陳錦慧 陳智怡 汪曉琪 蕭慧瑛 V

4 跨領域技創新教學社群 教學 江悅慈 何昭中 陳建榮 蔡逸舟 林冠伶 吳俐雯 林孟葳 汪曉琪 V

5 國語文教師教學成長社群 教學 吳俐雯 洪慧娟 陳佳雯 陳紹聖 V

6 多元照護知能增進成長社群 教學 蔡靜琪
郭懷婷 林孟葳 賴明宏 高淑允 李筱薇 劉滿婷 沈宜慧 尚忠菁

劉薏蓉 劉樹玲 張慎儀 楊卉純 黃馨慧 溫雅惠
V

7 數字會說話！統計教學練功房 研究 李怡賢
何昭中 許玉嫺 莊禮聰 郭梅珍 王美業 楊宇寧 邱淑如 陳蓓蒂

陳宣佑 周雨樺 董靜茹 江悅慈 黃一玲 汪曉琪
V

8 英文學術論文寫作精進成長社群 研究 林冠伶 何昭中 江悅慈 陳建榮 陳美玲 汪曉琪 V

9 護理實證教學社群 研究 董靜茹 黃一玲 羅文華 鄭慧菁 趙佑宸 朱莉群 梁貴閔 V

10 宜蘭在地輕旅行社群 教學 薛茹茵 徐君臨 鄭仕一 郭燕菁 蘇信川 鄔正豪 張文智 許晊豪 V

11 咖啡生活與文化成長社群 其他 鄔正豪 薛茹茵 徐君臨 鄭仕一 許晊豪 郭燕菁 張文智 蘇信川 V

12 美農教育成長社群 教學 陳立賢 黃秉炘 陳佩彥 陳怡佳 吳曉玲 葉孺萱 V

13 高齡培訓課程-跨域共學社群 教學 郭懷婷
黃秉炘 劉薏蓉 謝家如 洪文綺 徐君臨 吳怡萍 陳佩彥 李秋香

彭成莉 陳曉蓉 丁肇鳳 沈珊如 沈宜慧 許晊豪
V

14 毛小孩的神秘力量成長社群 教學 李瓊淑
李芸玫 黃楷雯 吳美慧 李靜雯 杜文蘭 丁肇鳳 廖海萍 蔡秀雲

黃婉婷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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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手拉小手-進修關懷團體成長社群 研究 戴麗藹 李怡賢 金坤明 黃一玲 林秀節 李麗燕 董靜茹 V

16 資生堂皮膚療養社群 教學 許玉嫺 黃楷雯 吳美慧 戴慧琳 葉秀珍 王麗華 V

17 桌遊設計與運用成長社群 教學 李麗燕
賴皓屏 林玫君 戴慧琳 黃建華 湯雅琳 湯雅雯 陳惠明 丁肇鳳

賴思潔 黃靜英 杜文蘭 陳珏如
V

18 野蜂、環教與化妝品社群 研究 黃秉炘 陳立賢 陳佩彥 陳怡佳 汪曉琪 薛來銘 徐君臨 謝明志 V

19 農村創生社群 教學 陳怡佳 陳立賢 陳佩彥 黃秉炘 汪曉琪 薛來銘 曾惓慈 V

20 增肌減脂健康＂纖＂女社群 教學 汪曉琪
李秋香 陳怡佳 呂美煥 江悅慈 王玉華 洪慧娟 黃世欣 陳智怡

李怡賢 金坤明 陳宣佑 黃一玲 賴美玟 黃靖雯 蘇聖珠
V

21 地方創生平台建置與經營成長社群 教學 薛來銘 鍾大定 陳世民 黃秉炘 陳立賢 劉靜怡 V

22 在地食材創新研發成長社群 研究 張文智 徐君臨 蘇信川 許晊豪 郭懷停 賴明宏 沈珊如 薛來銘 林志弘 V

23 口"衛"橫飛，從"齒"說起社群 教學 呂國勳
洪文綺 黎達明 彭成莉 高家珍 林子豪 吳慧珊 楊子誼 沈君儀

陳怡佳 陳立賢 姜元太 邱孝賢
V

24 數位教材及數位教學成長社群 教學 蔡如怡 吳怡萍 王均安 蔡菁菁 高秀君 賴美玟 黃靖雯 陳穎涵 V

25 精進幼托機構營運管理制度成長社群
教學

行政
吳怡萍

王均安 高秀君 蔡菁菁 賴美玟 黃靖雯 陳穎涵 蔡怡如 陳脩文 李

秀瑤
V

26 學科"領域"的共享學習成長社群 教學 鄔正豪 徐君臨 張文智 沈珊如 楊卉純 林孟葳 薛來銘 V

27 地方"區域"的共榮見習成長社群 其他 徐君臨 劉展佑 范森貿 許育豪 林宥岑 鄔正豪 吳聖傑 許晊豪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