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臺北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宗○英 老師 29 台北市 市立松山國小 

2 周○銘 老師 22 台北市 市立松山國小 

3 陳○元 老師 20 台北市 市立清江國小 

 
 

(臺北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江○萍 老師 109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2 邱○蓮 老師 104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3 李○君 老師 104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4 梁○青 老師 98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5 林○慧 老師 77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6 林○伶 老師 76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7 蘇○如 老師 72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8 林○薇 老師 70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9 洪○雯 老師 60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10 陳○樺 老師 59 新北市 市立鷺江國小 

 
 

(新北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基隆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張○婷 老師 25 基隆市 市立深美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基隆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基隆市東信國小 大型學校(30箱 60天) 134 基隆市 市立東信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桃園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呂○英 老師 100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小 

2 酈○玲 老師 83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小 

3 賴○芳 老師 83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小 

4 潘○萍 老師 57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小 

5 黃○俊 老師 45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國小 

6 彭○綾 老師 41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小 

7 楊○卉 老師 40 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小 

8 賴○娟 老師 39 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小 

9 杜○宜 老師 36 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小 

10 張○霞 老師 36 桃園市新屋區蚵間國小 

11 徐○娥 老師 35 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小 

12 陳○萱 老師 34 桃園市蘆竹區錦興國小 

13 高○媛 老師 33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小 

14 邱○枝 老師 31 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小 

15 劉○琴 老師 31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小 

16 黃○卉 老師 30 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小 

17 石○櫻 老師 30 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小 

18 吳○明 老師 30 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小 

19 陳○德 老師 27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小 

20 陳○君 老師 26 桃園市蘆竹區錦興國小 

21 陳○瑋 老師 25 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小 

22 許○霞 老師 25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小 

23 鄭○琪 老師 24 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小 

24 賴○竹 老師 23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小 

25 周○慈 老師 23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小 

26 莊○涵 老師 22 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小 

27 卜○珍 老師 22 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小 

28 許○菁 老師 22 桃園市楊梅區楊明非營利幼兒園 

29 林○鳳 老師 22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國小 

30 林○箏 老師 21 桃園市蘆竹區新興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桃園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桃園市青埔國小 大型學校(40箱 60天) 132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小 

2 桃園市華勛國小 大型學校(30箱 60天) 131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小 

3 桃園市福安國小 中型學校(20箱 60天) 70 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小 

4 
桃園市楊光非營

利幼兒園 

小學校(10箱 60天) 24 

桃園市楊梅區私立楊光

非營利幼兒園 

5 桃園市仁善國小 小學校(10箱 60天) 23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新竹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彭○華 老師 63 新竹縣上館國小 

2 羅○芳 老師 48 新竹縣關西國小 

3 羅○琴 老師 47 新竹縣新湖國小 

4 彭○萱 老師 46 新竹縣關西國小 

5 張○琪 老師 44 新竹縣新湖國小 

6 范○玲 老師 36 新竹縣竹東幼稚園 

7 吳○芳 老師 35 新竹縣湖口國小 

8 劉○雅 老師 33 新竹縣上館國小 

9 鄭○芳 老師 32 新竹縣照門國小 

10 徐○敏 老師 31 新竹縣松林國小 

 
 

(新竹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新竹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李○薌 老師 53 新竹市內湖國小 

2 陳○君 老師 47 新竹市內湖國小 

3 童○琦 老師 33 新竹市三民國小 

4 吳○蓉 老師 33 新竹市水源國小 

5 歐○珍 老師 30 新竹市三民國小 

6 古○春 老師 26 新竹市內湖國小 

7 陳○芳 老師 24 新竹市內湖國小 

8 賴○珍 老師 23 新竹市三民國小 

9 周○潁 老師 23 新竹市內湖國小 

10 魏○宜 老師 22 新竹市水源國小 

 
 

(新竹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苗栗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謝○玉 老師 26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2 陳○因 老師 25 苗栗縣 縣立后庄國小 

3 官○延 老師 24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4 張○純 老師 24 苗栗縣 縣立豐林國小 

5 孫○璇 老師 23 苗栗縣 縣立僑善國小 

6 余○慧 老師 23 苗栗縣 縣立新南國小 

7 吳○媛 老師 22 苗栗縣 縣立海口國小 

8 陳○琴 老師 22 苗栗縣 縣立文華國小 

9 蕭○智 老師 22 苗栗縣 縣立建功國小 

10 鄭○萍 老師 21 苗栗縣 縣立客庄國小 

 
 

(苗栗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台中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王○冠 老師 63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2 邱○萍 老師 39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3 葉○惠 老師 39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4 黃○玉 老師 39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 

5 陳○真 老師 37 台中市清水區大秀國小 

6 陳○美 老師 34 台中市潭子區僑忠國小 

7 連○惠 老師 30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國小 

8 劉○玫 老師 30 台中市沙鹿區竹林國小 

9 游○宜 老師 29 台中市西屯區私立葳格小學 

10 林○鈴 老師 28 台中市烏日區旭光國小 

11 林○香 老師 28 台中市后里區后里幼兒園義里分班 

12 謝○妤 老師 28 台中市梧棲區梧南國小 

13 范○玲 老師 27 台中市大雅區大明國小 

14 徐○浡 老師 27 台中市神岡區圳堵國小 

15 蕭○惠 老師 27 台中市大里區瑞城國小 

16 陳○薇 老師 26 台中市大里區草湖國小 

17 江○慈 老師 26 台中市大甲區大甲國小 

18 朱○麗 老師 26 台中市南區私立明德女中(附設國中) 

19 施○瑢 老師 17 台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中 

20 張○誠 老師 16 台中市東勢區東勢國中 

21 許○瑄 老師 13 台中市南區私立明德女中(附設國中)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台中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台中市外埔國小 大型學校(60箱 60天) 244 台中市外埔區外埔國小 

2 台中市大秀國小 小學校(10箱 60天) 57 台中市清水區大秀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彰化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盧○鳳 老師 64 彰化縣 縣立青山國小 

2 李○姍 老師 57 彰化縣 縣立田中國小 

3 陳○純 老師 56 彰化縣 縣立田中國小 

4 黃○娟 老師 53 彰化縣 縣立靜修國小 

5 鄭○方 老師 51 彰化縣 縣立青山國小 

6 曾○如 老師 14 彰化縣 縣立溪湖國中 

7 洪○榮 老師 12 彰化縣 縣立溪湖國中 

8 邱○嬋 老師 12 彰化縣 縣立溪湖國中 

9 張○倫 老師 11 彰化縣 縣立溪湖國中 

10 陳○銘 老師 10 彰化縣 縣立溪湖國中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彰化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彰化線南郭國小 大型學校(30箱 60天) 294 彰化縣 縣立南郭國小 

2 彰化縣田中國小 大型學校(40箱 60天) 220 彰化縣 縣立田中國小 

3 彰化縣湳雅國小 大型學校(30箱 60天) 152 彰化縣 縣立湳雅國小 

4 彰化縣南鎮國小 大型學校(30箱 60天) 127 彰化縣 縣立南鎮國小 

5 彰化縣永興國小 中型學校(20箱 60天) 96 彰化縣 縣立永興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南投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范○威 老師 62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2 王○娟 老師 61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3 黃○婷 老師 61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4 黃○庭 老師 59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5 周○媛 老師 56 南投縣 縣立水里國小 

6 林○均 老師 55 南投縣 縣立至誠國小 

7 莊○瑩 老師 53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8 張○真 老師 47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9 陳○萍 老師 46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10 謝○純 老師 44 南投縣 縣立水里國小 

11 黃○潔 老師 39 南投縣 縣立史港國小 

12 陳○之 老師 37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13 張○瑜 老師 34 南投縣 縣立中山國小 

14 鄒○汝 老師 34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15 張○媛 老師 33 南投縣 縣立永昌國小 

16 潘○琴 老師 32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17 王○玲 老師 31 南投縣 縣立至誠國小 

18 江○娟 老師 30 南投縣 縣立中山國小 



19 呂○鈴 老師 29 南投縣 縣立德興國小 

20 白○芳 老師 29 南投縣 縣立光華國小 

21 高○喬 老師 28 南投縣 縣立國姓國小 

22 曾○忠 老師 28 南投縣 縣立埔里國小 

23 吳○瑛 老師 28 南投縣 縣立鹿谷國小 

24 莊○娟 老師 28 南投縣 縣立史港國小 

25 陳○瑄 老師 27 南投縣 縣立愛蘭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南投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南投縣私立普台

國小 

大型學校(30箱 60天) 227 南投縣 私立普台國小 

2 南投縣至誠國小 大型學校(40箱 60天) 186 南投縣 縣立至誠國小 

3 南投縣新豐國小 中型學校(20箱 60天) 81 南投縣 縣立新豐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雲林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黃○雯 老師 45 雲林縣 縣立林厝國小 

2 楊○辰 老師 33 雲林縣 縣立水燦林國小 

3 紀○妏 老師 30 雲林縣 縣立水燦林國小 

4 李○蓁 老師 28 雲林縣 縣立水燦林國小 

5 周○圓 老師 27 雲林縣 縣立水燦林國小 

6 張○華 老師 27 雲林縣 縣立重興國小 

7 葉○幸 老師 26 雲林縣 縣立僑美國小 

8 陳○尊 老師 25 雲林縣 縣立二崙國小 

9 鄭○之 老師 25 雲林縣 縣立溝壩國小 

10 林○黎 老師 22 雲林縣 縣立陽明國小 

11 趙○君 老師 22 雲林縣 縣立飛沙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雲林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雲林縣下崙國小 中型學校(20箱 60天) 100 雲林縣 縣立下崙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嘉義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蘇○梅 老師 57 嘉義市博愛國小 

2 黃○嬿 老師 50 嘉義市博愛國小 

3 楊○雯 老師 48 嘉義市博愛國小 

4 彭○雯 老師 46 嘉義市博愛國小 

5 洪○莉 老師 43 嘉義市育人國小 

6 陳○如 老師 42 嘉義市博愛國小 

7 陳○惠 老師 34 嘉義市博愛國小 

8 顏○欣 老師 34 嘉義市博愛國小 

9 蕭○云 老師 33 嘉義市博愛國小 

10 吾○箮 老師 13 嘉義市北興國中 

 
 

(嘉義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台南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鄭○惠 老師 59 台南市歸仁區歸南國小 

2 施○玲 老師 49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3 許○玲 老師 46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4 林○君 老師 43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5 李○雪 老師 40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6 陳○鈴 老師 39 台南市永康區龍潭國小 

7 陳○足 老師 39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8 梁○華 老師 37 台南市麻豆區培文國小 

9 吳○玲 老師 36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10 盧○良 老師 35 台南市歸仁區歸南國小 

11 張○真 老師 35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12 沈○雲 老師 34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13 陳○文 老師 33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14 黃○雯 老師 31 台南市關廟區保東國小 

15 林○燕 老師 31 台南市七股區大文國小 

16 巫○怡 老師 31 台南市佳里區信義國小 

17 劉○忠 老師 31 台南市歸仁區歸南國小 

18 沈○柔 老師 30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19 莊○霏 老師 30 台南市歸仁區歸南國小 

20 郭○玲 老師 30 台南市歸仁區歸南國小 

21 李○青 老師 30 台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 

22 沈○香 老師 28 台南市新市區新市國小 

23 王○鑫 老師 28 台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 

24 江○臻 老師 28 台南市下營區中營國小 

25 鄭○慧 老師 28 台南市柳營區重溪國小 

26 楊○惠 老師 28 台南市佳里區佳里國小 

27 黃○全 老師 28 台南市七股區大文國小 

28 李○怡 老師 27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29 楊○娟 老師 26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30 郭○珮 老師 26 台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 

31 林○富 老師 26 台南市歸仁區歸南國小 

32 黃○琇 老師 26 台南市學甲區中洲國小 

33 陳○卿 老師 26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34 林○美 老師 17 台南市學甲區學甲國中 

35 黃○靜 老師 16 台南市學甲區學甲國中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台南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台南市竹橋國小 小學校(10箱 60天) 40 台南市七股區竹橋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高雄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楊○芸 老師 36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小 

2 蘇○玲 老師 32 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小 

3 陳○君 老師 31 高雄市仁武區登發國小 

4 顏○香 老師 30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小 

5 蘇○玲 老師 30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小 

6 何○輝 老師 14 高雄市旗山區大洲國中 

7 謝○齡 老師 12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國中 

8 蕭○英 老師 12 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中 

9 陳○慧 老師 12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國中 

10 楊○瑋 老師 11 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中 

 
 

(高雄市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屏東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程○瑩 老師 54 屏東縣 縣立歸來國小 

2 呂○嫻 老師 54 屏東縣 縣立新園國小 

3 林○雄 老師 39 屏東縣 縣立新園國小 

4 葉○如 老師 39 屏東縣 縣立玉田國小 

5 李○錦 老師 36 屏東縣 縣立歸來國小 

6 蔡○祝 老師 35 屏東縣 縣立大潭國小 

7 蔡○治 老師 33 屏東縣 縣立港西國小 

8 謝○玲 老師 32 屏東縣 私立崇華國小 

9 張○馨 老師 32 屏東縣 縣立玉田國小 

10 葉○婷 老師 27 屏東縣 縣立新園國小 

11 陳○彥 老師 27 屏東縣 縣立新埤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屏東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屏東縣復興國小 中型學校(20箱 60天) 81 屏東縣 縣立復興國小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宜蘭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陳○萱 老師 33 宜蘭縣 縣立岳明國小 

2 張○珍 老師 32 宜蘭縣 縣立清溝國小 

3 李○怡 老師 27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4 周○婷 老師 25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5 王○茹 老師 25 宜蘭縣 縣立岳明國小 

6 陳○如 老師 24 宜蘭縣 縣立光復國小 

7 賴○瑜 老師 24 宜蘭縣 縣立順安國小 

8 陳○秀 老師 22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9 許○婷 老師 21 宜蘭縣 縣立公正國小 

10 龔○女 老師 21 宜蘭縣 縣立竹林國小 

11 紀○文 老師 21 宜蘭縣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小 

 
 

(宜蘭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花蓮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張○筑 老師 51 花蓮縣 縣立明禮國小 

2 林○梅 老師 31 花蓮縣 縣立北濱國小 

3 湯○珍 老師 26 花蓮縣 縣立明廉國小 

4 沈○德 老師 25 花蓮縣 縣立崇德國小 

5 簡○鈞 老師 25 花蓮縣 縣立北濱國小 

6 黃○玲 老師 25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7 廖○聆 老師 24 花蓮縣 縣立瑞穗國小 

8 陳○華 老師 23 花蓮縣 縣立宜昌國小 

9 黃○花 老師 20 花蓮縣 縣立崇德國小 

 
 

(花蓮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台東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程○文 老師 40 台東縣 縣立仁愛國小 

2 周○如 老師 29 台東縣 縣立仁愛國小 

3 林○婷 老師 27 台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4 葉○元 老師 27 台東縣 縣立賓茂國小 

5 陳○莉 老師 25 台東縣 縣立三民國小 

6 黃○叡 老師 22 台東縣 縣立馬蘭國小 

7 林○足 老師 22 台東縣 縣立關山國小 

8 許○芬 老師 21 台東縣 縣立豐榮國小 

9 張○華 老師 21 台東縣 縣立豐田國小 

10 蔡○亘 老師 24 台東縣 縣立關山國中 

11 林○章 老師 10 台東縣 縣立關山國中 

 
 

(台東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  

金門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教師名單【借閱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序號 姓名 讀者類別 借閱箱數 單位 

1 洪○甄 老師 37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2 呂○ 老師 26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3 吳○慧 老師 24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4 曾○瑩 老師 20 金門縣 縣立金鼎國小 

 
 

(金門縣 109 學年度借閱優異學校名單─從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