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東區-勝利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蕭聖瑜老師 

(14:00-15:00) 
 

陳修敏老師 

(12:30-13: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372981#1144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東區-復興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劉學融老師 

(14:00-15:00) 
 

李沛樂老師 

(13:30-14: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3310457#845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北區-文元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鄭貽尹老師 

(14:00-16:00) 
  

  
葉淑莉老師 

(14:0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3584371#844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北區-公園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陳李閩萱老師 

(13:30-16:00) 
 

郭西蓉老師 

(14:3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223291#718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中西區-永福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陳姿燕老師 

鄭勛方老師 

姚婷貽老師 

(14:30-16:00) 

    
薛惠鄉老師 

(14:0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223241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安南區-安慶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黃湘雲老師 

(14:00-15:00) 
  

鄞鳳嬨老師 

(14:0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460334#1818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安南區-海佃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蘇欣怡老師 

(14:00-15:00) 
   

 
謝淑雲老師 

(14:00-15: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505013#5229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安南區-安順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蔡玄晰老師 

(14:00-15:00) 
 

蔡慈娥老師 

(14:00-15:00) 
 

 
郭育婷老師 

(14:00-15:00) 
 

陳思宇老師 

(14:00-15: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3559451#853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安平區-安平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陳瓊玉老師 

(14:00-15:00) 
  

  
劉志城老師 

(15:0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996735#710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永康區-永康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汪佩珍老師 

(12:00-12:40) 
  

  
林珣鈺老師 

(12:40-13: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324462#956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永康區-五王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黃怡華老師 

(08:00-09:00) 
   

 
何思璇老師 

(08:00-09:00) 
   

 
陳美臻老師 

(08:00-09:00) 
   

 
黃雅琳老師 

(08:00-09: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336842#934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南區-日新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蔡雅雯老師 

(13:00-16:00) 
  

  
鄧郁蓉老師 

(13:0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612931#421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永康區-崑山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張念鄉老師 

陳巧玲老師 

(12:30-13: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2711640#775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仁德區-仁德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紀欣儀老師 

(12:30-13:30) 
  

  
陳姿妃老師 

(12:30-13: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794570#745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仁德區-德南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黃喬壹老師 

(12:30-13:30) 

劉佳宜老師 

(12:30-13: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794772#335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歸仁區-歸仁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吳聆綾老師 

(14:00-15:00) 

謝翠菊老師 

(14:00-15:00) 
   

曾雅珠老師 

(14:00-15:00) 

蘇麗梅老師 

(14:00-15: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2304740#325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新化區-大新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楊美慧老師 

蕭煜銓老師 

(13:30-14:30) 

  

  

何淑婷老師 

林郁芳老師 

(14:3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5982953#116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善化區-大成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吳慧鈴老師 

(13:30-15:30) 
  

  
張純嘉老師 

(13:30-15: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5837520#6101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玉井區-玉井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賴怡汶老師 

(13:30-16:00) 
  

  
廖盈軫老師 

(13:00-16: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5742047#228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下營區-東興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葉茹萍老師 

(7:40-08:40) 
   

 
孫淑玲老師 

(7:40-8:4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6892478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官田區-官田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鄭  婷老師 

(13:30-15:30) 
  

   
林可欣老師 

(13:30-15: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6901195#124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09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西港區-成功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李璟瑶老師 

(13:30-15:30) 
  

  
陳淑娥老師 

(13:30-15: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7952204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佳里區-佳里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陳怡靜老師 

(13:30-15:30) 
  

  
蘇惠玲老師 

(13:30-15:3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7222031#745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學甲區-東陽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施佳榕老師 

(08:40-09:40) 
   

 
李蕊如老師 

(08:40-09:4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7833322#719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北門區-北門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盧彥儒老師 

(13:00-14:00) 
  

  
郭嘉婷老師 

(13:00-14: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7862035#19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鹽水區-鹽水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王麗雅老師 

(14:00-15:00) 
  

  
藍英蘭老師 

(14:00-15: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6521046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白河區-白河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陳姵妍老師 

(12:00-13:00) 
  

  
蘇麗華老師 

(12:00-13: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6852177#2035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團隊 

110 學年度諮詢專線時間表 
諮詢團隊：東山區-東山國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郭淑岑老師 

(8:00-8:30) 

葉佳陵老師 

(12:00-13:00) 
  

     

【服務期間】上學期：110年09月06日（星期一）至111年01月14日（星期五）。 

【服務期間】下學期：111年02月21日（星期一）至111年06月24日（星期五）。 

【服務專線】06-6802274 

【服務對象】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及特殊幼兒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