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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內國內國內參與師生名單參與師生名單參與師生名單參與師生名單 On-site Domestic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NDYS 2009 

iEARN Voyage 指導老師 林淑芳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9 王郁喬 

iEARN Voyage 專題發表學生 1 柯沛如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10 施品毅 

iEARN Voyage 專題發表學生 2 陳致維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校長 載旭璋 

iEARN Voyage 專題發表學生 3 陳致諭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指導老師 陳加奇 

iEARN Voyage 專題發表學生 4 林家宏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陳宸崴 

高雄市三民家商 校長 黃琇意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鄭光佑 

高雄市三民家商 指導老師 陳俊仁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沈軒宇 

高雄市三民家商 專題發表學生 1 王婕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羅國維 

高雄市三民家商 專題發表學生 2 尤姿文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5 莊佰諺 

高雄市三民家商 專題發表學生 3 于靜靜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6 張乃仁 

高雄市三民家商 專題發表學生 4 呂宜庭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7 書其暐 

高雄市小港高中 指導老師 1 陳如娟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8 呂鴻志 

高雄市小港高中 指導老師 2 黃秀敏 國立屏東女中 指導老師 施嫦理 

高雄市小港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黃懷萱 國立屏東女中 指導老師 藍雪瑛 

高雄市小港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李依屏 國立屏東女中 指導老師 蕭惠珠 

高雄市小港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李惠琪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王泙雅 

高雄市小港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王姿云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陳玟靜 

高雄市小港高中 指導老師 3 陳梅芳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陳亭廷 

高雄市小港高中 教師 鮑苔秀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林巧蓉 

高雄市小港高中 教師 Shiela Lee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5 林芷涵 

高雄市小港高中 主任 蘇月美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6 盧妍彣 

高雄市小港高中 老師 洪菊蕊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7 許賀雰 

高雄市小港高中 老師 侯素蘭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8 鍾旻純 

高雄市小港高中 老師 陳金霞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9 黃于庭 

高雄市高雄高工 校長 吳參鏡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0 劉宜妮 

高雄市高雄高工 教務主任 王雪娥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1 謝宜廷 

高雄市高雄高工 指導老師 塗凱貽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2 蔡語婕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1 林毅柔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3 王亭蓉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2 何宜倫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4 王懿萱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3 陳柏文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5 邱莉婷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4 李秉恒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6 林欣薇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5 吳孟軒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7 辜德棻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6 鍾育庭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8 沈欣儀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7 楊雅筑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9 蘇榆婷 

高雄市高雄高工 專題發表學生 8 曾讚武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20 郭又佳 

高雄市高雄高工 指導老師 巫淑惠 國立屏東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21 盧秔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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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家齊女中 指導老師 施和興 高雄縣溪寮國小 教師 朱聖發 

國立家齊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夏以柔 後紅國小 教師 李明郎 

國立家齊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郭菀欣 永芳國小 教師 簡文偉 

國立家齊女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陳怡雅 高雄縣政府教育處 課程督學 莊明廣 

國立鳳新高中 指導老師 吳郁芬 南投市國立中興高中 指導老師 劉凌嫻 

國立鳳新高中 指導老師 洪翠琴 南投市國立中興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洪郁惟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莊堯翔 南投市國立中興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林彥伶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朱祐緯 南投市國立中興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吳羿穆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黃映云 南投市國立中興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張韶娟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沈容 南投市國立中興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5 鄭曲佑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5 蔡念真 iEARN 親子隊 指導老師 陳弘毅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6 姜宜欣 iEARN 親子隊 專題學生 陳薔羽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7 楊凱安 iEARN 親子隊 專題學生 陳薔羽 

國立鳳新高中 專題發表學生 8 凌岳靖 iEARN 親子隊 指導老師 吳淑慧 

國立台東高中 指導老師 謝金桂 iEARN 親子隊 指導老師 梁富雄 

國立台東高中 專題學生 1 曾澤翔 iEARN 親子隊 專題發表學生 1 梁宜瑄 

國立台東高中 專題學生 2 余政襄 iEARN 親子隊 專題發表學生 2 梁廷維 

國立台東高中 專題學生 3 吳其霖 高雄市民權國小 校長 陳坤木 

國立台東高中 專題學生 4 吳孟儒 高雄市民權國小 指導老師 吳翠倩 

國立台東高中 專題學生 5 吳冠穎 高雄市民權國小 指導老師 吳蕙芬 

國立台東高中 專題學生 6 林育舜 高雄市民權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家長 王秋琴 

國立台東高中 專題學生 7 邱宇豪 高雄市民權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1 林岳興 

高雄高商 校長 張添庸 高雄市民權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2 林岳正 

高雄高商 主任 陳秀桂 高雄市民權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3 林玉茹 

高雄高商 主任 康瓊文 高雄市民權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4 陳信穎 

高雄高商 指導老師 林劭芃 高雄縣新甲國小 指導老師 黎明姮 

高雄高商 指導老師 龔琳婉 高雄縣新甲國小 指導老師 陳玫樺 

高雄高商 指導老師 郭展榮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1 林雨靜 

高雄高商 指導老師 馬世聰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2 黃柏語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1 蕭瑀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3 歐豐麟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2 沈純羽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4 張碩傑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3 黃莞智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5 楊旻諺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4 洪慈君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6 李佩容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5 陳怡安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7 李明翰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6 呂雅筑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8 鄭憶臻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7 游曜銘 高雄縣新甲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家長 1 李韻平 

高雄高商 專題發表學生 8 陳怡如 高雄市福東國小 指導老師 李俞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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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仁武國小 主任 陳澤溶 高雄市福東國小 指導老師 陳又銘 

高雄市福東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1 黃翊婷 高雄市獅甲國中 指導老師 洪淑美 

高雄市福東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2 蔡均承 高雄市獅甲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陳襄儀 

高雄市福東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3 俞盈廷 高雄市獅甲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徐欣 

高雄市福東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4 張睿真 高雄市獅甲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黃俊豪 

高雄縣大華國小 指導老師 許靜文 高雄市獅甲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謝如一 

高雄縣大華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1 陳冠儒 高雄市獅甲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5 林季瑄 

高雄縣大華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2 黃芸謙 高雄市瑞豐國中 校長 林建志 

高雄縣大華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3 梁芝菱 高雄市瑞豐國中 教務主任 鄭麗萍 

高雄縣大華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4 梁芝瑜 高雄市瑞豐國中 指導老師 郭玟嬨 

高雄縣大華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5 林家宇 高雄市瑞豐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嚴英慈 

高雄縣大華國小 專題發表學生 6 孫中玲 高雄市瑞豐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黃湘涵 

台北縣三民高中（國中部） 指導老師 蘇信滿 高雄市瑞豐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陳彥淞 

台北縣三民高中（國中部） 家長代表 許麗秋 高雄市瑞豐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陳奕廷 

台北縣三民高中（國中部） 專題學生 1 陳則文 高雄市瑞豐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5 歐嬑婕 

台北縣三民高中（國中部） 專題學生 2 莊凱傑    

台北縣三民高中（國中部） 專題學生 3 李冠翰    

台北縣三民高中（國中部） 專題學生 4 邱欣怡    

臺北縣正德國中 指導老師 洪雪卿    

臺北縣正德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曾玉如    

臺北縣正德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龐詩潔    

臺北縣正德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陳岳謙    

臺北縣正德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陳宜嫻    

臺北縣正德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家長 陳偉漢    

高雄市正興國中 校長 楊文慶    

高雄市正興國中 指導老師 陳貞君    

高雄市正興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1 黃冠嘉    

高雄市正興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2 洪益欣    

高雄市正興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3 楊凱雲    

高雄市正興國中 專題發表學生 4 王傳勛    

康橋雙語中小學 指導老師 周家輝    

康橋雙語中小學 專題發表學生 1 歐陽旺    

康橋雙語中小學 專題發表學生 2 劉威志    

康橋雙語中小學 專題發表學生 3 盧怡甄    

康橋雙語中小學 專題發表學生 4 沈珈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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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國外國外國外參與師生名單參與師生名單參與師生名單參與師生名單 On-site Internation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NDYS 2009 

Country School Position Name 

Australia St Paul's Anglican Grammar School teacher Coralie Esbert 

Australia St Paul's Anglican Grammar School student Becky Wootton 

Australia St Paul's Anglican Grammar School student Ann Southall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teacher Suparno Sastro Suwarno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teacher Ulva Soraya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Muhamad Luthfiansyah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Farrell Adam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Marsha Audzane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Nur Baiti Ingga Wulandhari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Olav Kevin Sudja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Rio Hadyan Arddha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Dwitya Wilasarti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Fadli Al Baihaqi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Prisi Khairani Arief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Fatia Andar Lestari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Amanda Carissa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Dai Bianda Radia Baskoro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Adhistira Madhyasta Naradhipa 

Indonesia SMA LABSCHOOL JAKARTA student Ajeng Namyra Putri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teacher Hiroshi Ueno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Kie Yara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Nagisa Uehara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Moe Gakiya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Nao Itokazu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Nanoha Maeda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Kae Kishaba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Yuna Hongo 

Japan Okinawa Shogaku High School student Kizuki Sakima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general 

manager 
KAYA TUNCSIPER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principal NIMET ATABEK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teacher MUSERREF UNAL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DILARA OZYAVUZ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TUGCE SAKDER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MURAT EK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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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UFUK OK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EMRE ULUS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HAKAN ERTURK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NAGIHAN TEMEL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BEGUM KARVAN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OZGECAN GUNES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BARTU ADIGUZEL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SELIM TECIMOGLU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BARKIN BECEREN 

Turkiye TUNCSIPER HIGH SCHOOL student ERCAN 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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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YS 2009 Volunteers 

No. Name School 

1 柯建宇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2 吳正倫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3 黃彥穎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4 朱智生 Shih Chien University 

5 林映瑾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6 郭朝賢 Shih Chien University 

7 鍾岦蒖 National Kaohsiung Hospitality College 

8 呂玉玲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9 饒吉祥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10 陳凱琳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11 翁姿瑤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2 顏子淯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3 李怡璇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4 林瑋茹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5 李佳樺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16 張佳雰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7 黃詩婷 National Cung Ch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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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YS 2009 籌備委員會 

分

組 
職稱 姓名 職掌 原服務單位 

主任委員 張添庸 
綜理與督辦專案之進

行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校長 

iEARN Taiwan 理事長 

委員 陳富奎 iEARN Taiwan 常務理事 

委員 張拉士 iEARN Taiwan 常務監事 

委員 黃琇意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校長 

委員 吳參鏡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校長 

委員 楊文堯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校長 

委員 戴旭璋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校長 

委員 廖茂枰 國立臺東高中校長 

委員 林秀琴 國立屏東女中校長 

委員 田正美 國立家齊女中校長 

委員 張經昆 臺北縣立三民高中校長 

委員 陳浩然 臺北縣立正德國中校長 

委員 張啟隆 臺北縣康橋雙語實驗中學校長 

委員 楊文慶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校長 

委員 周志亭 高雄市立獅甲國中校長 

委員 林建志 高雄市立瑞豐國中校長 

委員 陳坤木 高雄市民權國小校長 

委員 鐘素梅 高雄市福東國小校長 

委

員

會 

委員 朱金祥 

督辦專案之進行 

行銷專案 

高雄縣新甲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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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柯淵福 

 
高雄縣大華國小校長 

諮詢委員 陳年興 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 

諮詢委員 朱耀明 高雄師範大學工教系教授 

諮詢委員 周中天 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諮

詢

組 
諮詢委員 陳守仁 

提供意見與建議 

提供技術協助 

iEARN Taiwan 前理事長 

執行長 張輝正 
執行專案之進行 

協調工作 

高雄市立壽山國中校長 

iEARN Taiwan 秘書長 

國際協調組 
吳翠玲 

陳乃利 

代表邀請國外師生 

協調入出境事宜 

國外師生行程協助 

大會主持 

鳯新高中學務主任 

iEARN Taiwan 國際聯繫人 

國內協調組 林劭芃 
國內師生之邀請與協

調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教師 

課程規劃組 

康春枝 

吳翠倩 

洪翠琴 

林心暉 

王志賓 

課程內容安排 

進度掌握 

中文課程 

英文課程 

展示活動設計安排 

育英專校圖書館主任 

高雄市民權國小教師 

iEARN Taiwan 志工 

國立屏東女中教師 

國立屏東女中教師 

志工培訓組 林劭芃 
服務志工召募培訓 

志工工作安排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教師 

家庭接待組 
塗凱貽

陳貞君 

組織及訓練接待家庭 

接送機規劃 

行程掌握及協調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教師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教師 

文書紀錄組 郭玟嬨 

大會流程設計掌控 

手冊編印 

成果報告撰寫 

資料整理 人員註冊 

證明文件核發 

高雄市立瑞豐國中教師 

網路資源組 夏如春 
建立大會官網 

資訊更新 

視訊會議協助 

台南市志開國小教導主任 

總務出納組 
王志賓 

吳翠倩 

經費收支 

場地布置協調 

交通安排 

紀念品設計製作 

國立屏東女中教師 

執

行

小

組 

場地組 
張美珍

王裕宏 

活動場地之協調 

晚會設計 

參觀行程規劃 

工博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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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Organizations 

 

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iEARN Taiwan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數位學習計畫辦公室數位學習計畫辦公室數位學習計畫辦公室數位學習計畫辦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E-learn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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