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親子飆戲劇工作坊」兒童戲劇坊 A班名單 

 教師:陶渝芬          助教:詹祐旻 上課教室：4樓舞蹈教室 

序號 兒童姓名 就讀學校 

1 林○媗 新光國小三年級 

2 林○紘 新民國小五年級 

3 謝○學 勝利國小四年級 

4 呂○璋 國小三年級 

5 楊○睿 瑞祥國小五年級 

6 林○均 小港國小六年級 

7 胡○宜 二苓國小五年級 

8 蔡○瑀 鳥松國小四年級 

9 周○熹 龍華國小四年級 

10 劉○辰 光武國小五年級 

11 陳○慈 信義國小五年級 

12 侯○菻 七賢國小三年級 

13 楊○少 五福國小六年級 

14 曾○嘉 四維國小五年級 

15 陳○霓 過埤國小四年級 

16 陳○諭 過埤國小六年級 

17 劉○穎 文德國小六年級 

18 張○恩 龍華國小三年級 

19 吳○辰 鳳陽國小四年級 

20 林○庭 鳳翔國小三年級 

21 陳○瑋 明義國小六年級 

22 李○酉 永芳國小四年級 

23 蔡○宇 南安國小五年級 

24 程○玹 漢民國小三年級 

25 龔○勳 漢民國小四年級 

26 許○雅 漢民國小三年級 

27 林○宇 漢民國小六年級 

28 劉○謙 坪頂國小五年級 

29 王○娟 中山國小四年級 

30 簡○竹 港和國小三年級 

8/6（二）13：50至 14：00請先至社教館 B1演講廳報到，參加始業式之後再由教師帶至 4樓舞蹈

教室上課，下課後統一整隊搭乘電梯下樓，請家長在中庭依班級等候接送。 



108「親子飆戲劇工作坊」兒童戲劇坊 B班名單 

 教師:林明宏                  助教:陳柏亨 上課教室：5樓舞蹈教室 

序號 兒童姓名 就讀學校 

1 陳○甄 鹽埕國小四年級 

2 吳○嫿 勝利國小五年級 

3 曾○罄 小港國小三年級 

4 曾○瑜 文府國小四年級 

5 林○嬑 忠孝國小五年級 

6 黃○瑄 小港國小三年級 

7 陳○穎 龍華國小五年級 

8 莊○伃 小港國小六年級 

9 張○睿 五甲國小五年級 

10 高○ 新上國小五年級 

11 林○桀 鳥松國小四年級 

12 陳○秀 新甲國小六年級 

13 陳○蓉 過埤國小六年級 

14 謝○桓 勝利國小三年級 

15 莊○全 桂林國小五年級 

16 許○涵 鹽埕國小三年級 

17 黃○茵 港和國小四年級 

18 湯○兒 莊敬國小四年級 

19 湯○茴 莊敬國小六年級 

20 梁○彤 太平國小三年級 

21 鍾○耘 港和國小四年級 

22 洪○翔 明義國小六年級 

23 簡○珈 新莊國小五年級 

24 陳○杅 漢民國小三年級 

25 林○潔 鳳陽國小三年級 

26 呂○蓁 紅毛港國小四年級 

27 陳○德 漢民國小六年級 

28 楊○慶 二苓國小四年級 

29 李○綺 後勁國小五年級 

30 陳○丞 

 

龍華國小四年級 

  
8/6（二）13：50至 14：00請先至社教館 B1演講廳報到，參加始業式之後再由教師帶至 5樓舞蹈

教室上課，下課後統一整隊搭乘電梯下樓，請家長在中庭依班級等候接送。 
 



108「親子飆戲劇工作坊」兒童戲劇坊 C班名單 

 教師:魏子斌        助教:童謹利  上課教室：7樓研習教室 

序號 兒童姓名 就讀學校 

1 郭○玟 紅毛港國小五年級 

2 沈○龍 桂林國小五年級 

3 譚○安 民權國小六年級 

4 吳○芯 桂林國小四年級 

5 許○婷 中山國小三年級 

6 吳○瑜 前金國小三年級 

7 顏○安 漢民國小五年級 

8 洪○淩 鳳陽國小四年級 

9 王○安 龍華國小五年級 

10 邱○翔 中正國小六年級 

11 歐○毓 五甲國小五年級 

12 陳○軒 太平國小四年級 

13 陳○臻 新甲國小五年級 

14 黃○善 中正國小六年級 

15 張簡○筠 永芳國小四年級 

16 王○剴 民權國小六年級 

17 劉○杰 小港國小三年級 

18 蘇○庭 漢民國小五年級 

19 李○庭 鳳翔國小三年級 

20 陳○圓 華山國小四年級 

21 張○筑 二苓國小六年級 

22 李○如 永芳國小四年級 

23 張簡○豪 大寮國小三年級 

24 王○璇 鳳陽國小三年級 

25 張○淇 港和國小六年級 

26 林○宇 漢民國小四年級 

27 楊○淇 忠孝國小五年級 

28 陳○甄 青山國小三年級 

29 黃○浚 加昌國小四年級 

30 鄭○擎 登發國小四年級 

8/6（二）13：50至 14：00請先至社教館 B1演講廳報到，參加始業式之後再由教師帶至 7樓研習

教室上課，下課後統一整隊搭乘電梯下樓，請家長在中庭依班級等候接送。 

 



108「親子飆戲劇工作坊」親子三代戲劇坊 名單 

 教師:葉俊伸        助教:張恩誠 上課教室：童軍中心 2樓教室 

序號 學員姓名 備註 

1 林○予 親子組 

2 魏○婷 親子組 

3 張○瑀 親子組 

4 曹○娟 親子組 

5 沈○岑 親子組 

6 沈○諭 親子組 

7 林○秀 親子組 

8 林○伃 親子組 

9 許○月 親子組 

10 蔡○叡 親子組 

11 蔡○均 親子組 

12 林○華 親子組 

13 周○璇 親子組 

14 黃○婷 親子組 

15 程○睿 親子組 

16 湯○伊 一般組 

17 莊○琝 一般組 

18 林○恩 一般組 

19 高○均 一般組 

20 傅○明 一般組 

21 黃○益 一般組 

22 曾○庭 一般組 

23 許○菊 一般組 

24 康○芳 一般組 

25 溤○月 一般組 

26 葉○娥 一般組 

8/10（六）8：50至 9：00請先至社教館中庭集合，由館方人員引導至童軍中心 2樓教室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