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學藝性社團

頁 1

序號 姓名 社團名稱 備註

1 O○ar 英語

2 王○庠 生活美語社

3 邱○芳

4 邱○君

5 林○惠 創意捏塑與襪子娃娃

6 林○慧 書法社

7 林○兆 書法

8 林○竹

9 徐○議 書法社

10 陳○曜

11 康○ 書法社

12 康○

13 張○昌 模型社

14 游○瑩

15 游○香 書法社

16 游○瑞 電腦資訊社

17 鄒○德 書法社

18 黃○瑛

19 黃○錚 數學想想故事屋 人本基金會

20 黃○英 玩數學

21 楊○豪 魔術社

22 楊○雅

23 劉○崴 創客社

24 劉○瑄 書法社

25 賴○寰 小小文學家

宜蘭縣所屬國民中小學課後社團(學藝性社團)外聘指導人員師資名冊

多元畫畫社團

多元畫畫社團

書法社團

電腦3D創意設計與列印

書法社 

積木/scratch、兒童遊戲程式設計社

FUN學堂

藝術創意與正向
思考反思作文社



B才藝性社團

頁 2

序號 姓名 社團名稱 備註

1 尤○華

2 尤○ 舞蹈社團

3 冉○娟 直笛

4 江○蓉 黏土綜合美術社

5 江○長 泰雅熱音社 業師
6 江○霞 歌仔戲

7 吳○豪 管樂團

8 吳○毅 夢想樂團

9 吳○菱 兒童樂團

10 吳○昌

11 吳○玉

12 吳○辰 太鼓

13 吳○凰

14 杜○瑋 造型氣球社

15 邱○蘋 黏土社

16 邱○偉

17 邱○寶 布趣手縫社

18 邱○君

19 邱○梅 美術好好玩社

20 沈○笙 舞蹈隊
21 呂○亞 合唱團

22 呂○仁 烏克麗麗

23 李○ 浩

24 李○郁 陶笛社團

25 李○丹 太鼓社

26 李○澤 管樂團

27 李○得 烏克麗麗社

28 李○得

29 李○琪 傳統舞蹈社團

30 李○婷

31 李○昌 大提琴社
32 李○蕙 古箏

33 李○珊 弦樂社

34 周○柔 陶藝社

35 周○萍 創意彩色黏土社

36 周○恩 捏捏紙黏土社

37 屈○艗 獨輪車社團

38 林○淳 魔術

39 林○為

40 林○倫 國樂團

41 林○惠

宜蘭縣所屬國民中小學課後社團(才藝性社團)外聘指導人員師資名冊

鼓藝社 

國立嘉義大學-美術學系/日本
關口真優法式甜點黏土師資證
第D0361號

Q版漫畫社 

FUN玩藝術社

黏土社 

兒童樂團、小提琴社團

多元美術社、多元畫畫社

未來藝術家B

烏克麗麗社團

直笛、烏克麗麗社

滑板社 

襪子娃娃與不織布社、藝術創作社、
創意黏土社、不織布與襪子娃娃社



B才藝性社團

頁 3

42 林○村 陶笛

43 林○恩 競技疊杯

44 林○萱 流行舞蹈社

45 林○君 陶笛合奏隊

46 林○憶

47 林○兆 神奇魔術與造型氣球社

48 林○竹 黏土社

49 林○琮 街舞社

50 林○誼 美勞社
51 林○陽

52 林○馨 小小莫札特

53 林○怡 管樂團

54 林○杉 陶笛社團

55 俞○卿 美術社

56 俞○正 美術社

57 俞○華 美術社

58 胡○怡

59 夏○華

60 徐○萱 舞蹈

61 殷○萍 二胡社
62 莊○維 直排輪社團

63 莊○琪 美術社

64 莊○帆 管樂團

65 陳○儀 織布

66 陳○晴 扯鈴社

67 陳○茹 舞蹈社

68 陳○辰 泰雅熱音社 業師
69 陳○雯 大提琴社團

70 陳○任 跆拳道社

71 陳○璇

72 陳○允 踢毽社

73 陳○敏

74 陳○明

75 陳○育 夢想樂團

76 陳○春 熱舞

77 陳○如

78 高○聰 管樂團

79 高○翊絜 流行舞蹈社

80 張○分 緞帶髮飾手作社

81 張○維 戲劇社團

82 張○雅 古箏社

83 許○維 扯鈴社

84 許○娟 美術

85 許○玲 口風琴節奏樂隊

黏土社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宜蘭
縣街頭藝人證

社團老師(扯鈴)

動手玩創意B
繪本社團、美勞社團

藝術與人文(繪畫)支援教師

動手玩創意A

太鼓社、擂鼓隊

鐵琴社、陶笛社

舞蹈社團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B才藝性社團

頁 4

86 彭○暉 跆拳道社團

87 曾○倫

88 游○修 街舞社

89 游○一 創意美術社

90 游○滄 烏克麗麗

91 游○惠

92 游○鈞 美術社

93 游○璜

94 程○祥 書法社

95 馮○月 泰雅編織

96 黃○琦

97 黃○慈

98 黃○鈞 小魯班木工

99 黃○興 直排輪

100 黃○莉 泰雅熱音社 業師
101 黃○倫 管樂團

102 黃○娜 直笛隊

103 黃○萍 管樂團

104 黃○煜 鋼彈模型社

105 楊○森 扯鈴社

106 楊○仁 泰雅熱音社 業師
107 楊○珉 舞蹈

108 楊○月 泰雅熱音社 業師
109 楊○豪 魔術氣球社

110 滑○婷

111 雷○漢 圍棋社

112 蔡○玉 藤編

113 歐○哲 管樂團

114 潘○互 肢體律動

115 潘○儒 霹靂舞社
116 劉○旻 拍鼓趣

117 劉○茹 黏土手作

118 蕭○昱 鋼彈模型社

119 蕭○芳 圍棋社

120 蕭○娟

121 薛○芳

122 賴○延 舞獅社

123 賴○玲 玩美工坊

124 盧○麟 口琴

125 鍾○樑 布袋戲

126 魏○慈 古箏

127 魏○婕

128 魏○浩 扯鈴社團

未來藝術家A、影像小精靈、
小小動畫師

凱歌旋舞社、舞蹈初階班社 

烏克麗麗社團

台北商專-會統科-100年宜蘭
美展東方媒材類入選

舞蹈進階班社 

流行MV舞蹈

粉彩畫社 

烏克麗麗社團

藝術創作社、色鉛筆繪畫、色鉛筆、
素描社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系-
95、97年宜蘭美展油畫類入選

西方舞蹈-芭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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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

129 藍○恩 醒獅戰鼓隊

130 嚴○真 美術社

131 蘇○卉 舞蹈隊

132 羅○歆 奧福音樂

133 羅○齡 熱舞社



C體育性社團

頁 6

序號 姓名 社團名稱 備註

1 尤○華

2 方○米 籃球社

3 王○聰 直排輪社

4 甘○達 推手

5 朱○影 圍棋社、德國桌遊社

6 池○緯 羽球社

7 何○蓉 圍棋社、德國桌遊社

8 余○豪 籃球社

9 吳○新

10 吳○萍 桌球社

11 吳○幸

12 吳○安 跆拳道社

13 吳○圳 桌球社

14 吳○宇 扯鈴

15 邱○逸 足球社團

16 邱○寶 布趣
17 呂○鋒 羽球社

18 呂○鋒

19 呂○標 桌球

20 李○珞 游泳社團

21 李○均 羽球、足球

22 李○霖 羽球、籃球、足球

23 李○志 羽球

24 李○穎 足球社

25 李○勳 扯鈴

26 李○華 扯鈴

27 屈○艗 獨輪車

28 林○程 直排輪

29 林○恩 直排輪

30 林○恩 花式扯鈴社

31 林○君 桌球社

32 林○弘 跆拳道

33 林○榆 直排輪社

34 林○佑 直排輪

35 林○炘 柔道社

36 林○瑜 直排輪

37 林○丞         網球社

38 林○丞

39 林○陽 花式扯鈴社

40 林○陽

宜蘭縣所屬國民中小學課後社團(體育性社團)外聘指導人員師資名冊

樂樂足球、舞蹈社團老師

長榮大學-企管系-A級運動教
練證(108)體教12706號

跆拳道社團

朝陽科技大學-保險營運系C級
教練CC10803015、C級裁判
CJ10802056

MV熱舞

民俗體育運動協會107丙裁
0821

羽球社團

體總業字第1100001370號

網球社團

扯鈴社團



C體育性社團

頁 7

41 林○晟 一起去爬山

42 林○智 桌球社

43 孫○玲 扯鈴社

44 徐○達 直排輪社

45 徐○錚 羽球社團老師

46 莊○錩 滑板社

47 莊○泰 空手道社

48 莊○瑄 直排輪

49 莊○維 直排輪

50 莊○維

51 郭○辰 閃電足球社

52 郭○男 圍棋社、德國桌遊社

53 陳○銘 扯鈴社
54 陳○晴 扯鈴社

55 陳○晨 直排輪社

56 陳○佑 扯鈴社

57 陳○任 足球社

58 陳○宏 滑板社

59 陳○達 跆拳道社

60 陳○志 桌球社

61 陳○志

62 陳○園

63 陳○雯 籃球社

64 陳○慧
65 陳○娟 直排輪

66 陳○鼎 柔道隊

67 高○皓均 足球社團及軟式飛鏢社

68 高○俐婷 跆拳道社

69 張○豪 羽球

70 張○芬 直輪排社團

71 張○珈 足球

72 張○駿 柔道隊

73 許○旻 扯鈴社

74 許○維 扯鈴社

75 梁○雄 進階帆船

76 彭○軒 棒球隊

77 曾○恆 籃球

78 游○權 扯鈴社

79 游○宇 足球社

80 馮○暉 跆拳道社

81 黃○嘉 羽球

82 黃○蓉 直排輪

83 黃○婷 蒞鈴扯鈴

84 黃○新 跆拳道社

蘭陽技術學院-電機系-桌球C
級教練CC1080319號

國家A級教練

直排輪社團

桌球社團

桌球社 

直排輪社
滑冰協會教練證~096080

國立體育大學-技擊運動學系



C體育性社團

頁 8

85 黃○蓮 休閒直排輪社

86 黃○遠 民俗體育社

87 葉○霜 越野車

88 楊○忠 桌球社

89 楊○風 足球社

90 楊○晏 籃球社

91 蔡○君 圍棋社、德國桌遊社

92 蔡○裕 棒球隊

93 鄭○軒 籃球社

94 鄭○柔 直排輪

95 衛○勇 足球社

96 衛○庭 足球社

97 劉○傑 直輪排社團
98 劉○義

99 劉○華 足球

100 薛○汾 足球

101 諾○斗烈 跆拳道

102 戴○宗 直排輪社

103 戴○宗

104 謝○育 籃球隊

105 謝○勝 羽球社

106 魏○豪 跆拳道社

107 魏○浩 扯鈴社

108 藍○恩 舞獅社團老師
109 簡○真 跆拳道社

110 顏○龍 棒球隊

111 羅○吾 籃球社

112 羅○福 傳統射箭

台北市立大學-體育系

跆拳道社 

直排輪社團



D其他社團

頁 9

序號 姓名 社團名稱 備註

1 平○玉

2 石○武 餐飲師

3 何○蓉

4 吳○祥

5 吳○唐 圍棋社

6 吳○同 桌遊社

7 杜○瑋 造型氣球

8 邱○蘋 黏土創意社

9 邱○蘋

10 李○妘

11 李○吟

12 李○暉 木工社

13 李○雯

14 林○惠

15 林○行 攝影社

16 林○恩 疊杯社

17 林○兆 魔術氣球

18 林○英 串珠社

19 郭○男

20 郭○宜 桌遊

21 陳○晴 扯鈴社

22 陳○新 圍棋社

23 陳○豪 攀岩、攀樹

24 陳○宏 滑板社

25 陳○達 跆拳道社

26 陳○妹 泰雅編織班

27 陳○軒 圍棋桌遊社

28 陳○明 體適能社

29 高○俐婷 跆拳道社團

30 康○甄 料理小玩家

31 許○蓁

32 黃○蓉 直排輪

33 黃○蓮 直排輪

34 黃○煜 鋼彈模型創意手作社

35 葉○鳳 烘焙社

36 楊○豪 魔術社

37 楊○豪

38 雷○漢 圍棋

39 廖○勤

宜蘭縣所屬國民中小學課後社團(其他社團)外聘指導人員師資名冊

泰雅傳承(弓織)社

圍棋、德國桌上遊戲社 

小小餐飲師社 

甜品黏土社團

小小餐飲師社 

圍棋桌遊社、德國桌上遊戲社

桌遊、多元角落

襪子娃娃社團

圍棋桌遊社、德國桌上遊戲社 
圍棋協會段位證書
~047017

宜蘭大學-化工系/一線教育
支援人員扯鈴證照、宜縣-
0980052482號

中華工商管理美容美髮科
(108)板C教0026號

DIY手作
宜蘭縣體育會競速滑輪教
練證和裁判證
東南工專-電子科-B級教練
證001505號

魔術桌遊社團

圍棋協會C級教練證~C337

小小餐飲師社 



D其他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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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蔡○君 圍棋桌遊社

41 趙○梅 圍棋

42 趙○翰 童軍

43 鄭○秀英

44 劉○傑 直排輪社

45 蕭○芳 圍棋社

46 賴○延 舞龍隊

47 賴○琳 環保編

48 諾○斗烈 跆拳道社團

49 魏○浩 競技疊杯社

50 魏○浩 疊杯

51 羅○珈 珠心算

泰雅傳承(織布)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