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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　函

地址：32041桃園市中壢區義民路53號

承辦人：胡秀菊

電話：(03)2811588

傳真：(03)2811996

電子信箱：teuniontw@gmail.com

受文者：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桃市教工字第10600000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011-0304「新春採果趣」環境教育研習計畫附件(0000011E60_ATTCH1.doc)

主旨：本會邀請各校會員教師參加「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106年

度環境教育研習計畫--『新春採果趣』研習活動，請儘速

轉知相關人員。

說明：

一、依據本會年度計畫辦理。

二、本次研習注意事項如下：

(一)研習時間：中華民國106年3月4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

午13時。

(二)研習地點：高平番茄觀光農場二場【新竹縣關西鎮石光

里1鄰22號（118線19.8K ）】國道三號關西

交流道下右轉直行約3分鐘後到達)。

(三)研習人員：已繳交106年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會費者，依

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四)研習人數：本會會員及眷屬共150名，每位會員至多攜

眷3名。每校以2名本會會員參加為原則。(其

餘列冊候補，若有餘額再予以遞補)

(五)研習費用：免費，另贈送每位會員市價300元之水果及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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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蕃茄DIY，豐味午餐義大利蕃茄麵每人一

份。

(六)報名方式：

1.請至本會網站點選「活動報名」，以利掌

控人數。

2.2月21日(星期二）13：00開始線上報名，錄

取名單及後續相關訊息將於2月24日（星期

五）公告網站上。

(七)故無法參加本場次研習提前來電告知，未告知即缺席者

將影響日後報名本會各項研習的綠取資格。

(八)參加人員：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十款，請學校核予公

假事宜處理。

三、經錄取研習者，請至「桃園市教師研習系統 → 桃園市教

育產業工會」登錄，將核發研習時數4小時。

正本：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

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桃園市八德區大勇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

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廣興國民小學、桃園市八德區霄裡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

區大園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五權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內海國民小學、桃

園市大園區后厝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圳頭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竹圍國民

小學、桃園市大園區沙崙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林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

埔心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陳康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溪海國民小學、桃園

市大園區潮音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中興國民小

學、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仁善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內

柵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永福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田心國民小學、桃園市

大溪區百吉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民小學

、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瑞祥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僑

愛國民小學、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桃園市

中壢區山東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中正國民小學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元生

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內定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民小學、桃園市中

壢區自立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

桃園市中壢區芭里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

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富台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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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華勛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桃

園市中壢區興仁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龍岡國民

小學、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

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平興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宋屋國民小學、桃園

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

學、桃園市平鎮區南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祥安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復

旦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新勢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新榮國民小學、桃園市

平鎮區義興國民小學、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桃園市

立大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

崙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園國

際高級中學、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學、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山腳國

民中學、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介壽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學、桃園

市立平鎮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桃園市立

石門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竹圍

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東安國民

中學、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桃

園市立凌雲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桃園市

立迴龍國民中小學、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桃園市立

新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新屋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楊光

國民中小學、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瑞坪國

民中學、桃園市立瑞原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桃園

市立龜山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桃園市立觀音國民中學、桃園市桃

園區大有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北門國

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永順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

區同德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成功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民小學、桃

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

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

建德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莊敬國民小學、桃園

市桃園區慈文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

學、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三民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三

光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巴崚國民小學、桃園市

復興區光華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長興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奎輝國民小學

、桃園市復興區高義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霞雲

國民小學、桃園市復興區羅浮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大坡國民小學、桃園市新

屋區北湖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永安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東明國民小學、

桃園市新屋區社子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埔頂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啟文國

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蚵間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

區新屋國民小學、桃園市新屋區頭洲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上田國民小學、桃

園市楊梅區上湖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水美國民

小學、桃園市楊梅區四維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高榮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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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岡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楊心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楊明國民小學、桃園

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

學、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三

坑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三和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桃園市

龍潭區武漢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高原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

、桃園市龍潭區潛龍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龍源

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龍潭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桃園市龜

山區大坑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大埔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

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文華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

區幸福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南美國民小學、桃

園市龜山區新路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壽山國民

小學、桃園市龜山區福源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

龍壽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龜山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桃園

市蘆竹區大華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公埔國民小

學、桃園市蘆竹區外社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南

崁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海湖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頂社國民小學、桃園市

蘆竹區新莊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新興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錦興國民小學

、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蘆竹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上大

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育仁國民小學、桃園市觀

音區保生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崙坪國民小學、

桃園市觀音區富林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新坡國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樹林國

民小學、桃園市觀音區觀音國民小學、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國立中

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內壢高級中學、國

立武陵高級中學、國立桃園高級中學、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國立龍潭高級中學、八德國小支會-聯絡人 黃宏隆老師、八

德國中支會-會長 李炎鴻老師、三民國小支會-會長 謝啟東老師、三光國小支會-

會長 陳瑞美老師、三坑國小支會-會長 賴志東老師、三和國小支會-會長 錢美

齡老師、上大國小支會-會長 吳振銘老師、上田國小支會-會長 王博文老師、上

湖國小支會-聯絡人 張碧玲老師、大同國小支會-會長 呂昭城老師、大安國小支

會-會長 尹宏斌老師、大成國小支會-會長 李堅和老師、大成國中支會-聯絡人

周富美老師、大有國小支會-會長 蘇夢琴老師、大有國中支會-會長 游學達老師

、大竹國小支會-會長 唐孟協老師、頂社國小支會-聯絡人 王蕙榮老師、大竹國

中支會-會長 李瑞林老師、大坑國小支會-會長 游美玲老師、大湖國小支會-會長

 江進安老師、大坡國小支會-會長 楊志雄老師、大坡國中支會-聯絡人、大忠國

小支會-會長 甘文杰老師、大勇國小支會-會長 吳建霖老師、大埔國小支會-會

長 金德智老師、大崙國小支會-會長 吳上宏老師、大崙國中支會-會長 葉馨華老

師、大崗國小支會-聯絡人 陳武顯老師、大崗國中支會-會長 陳俊賢老師、大華

國小支會-會長 謝志偉老師、大園高中支會-會長 周佳玲老師、大園國小支會-

會長 戴仲原老師、大園國中支會-會長 鍾典呈老師、大業國小支會-會長 蔡兆琛

老師、大溪國小支會-會長 陳文寬老師、大溪國中支會-會長 莊榮輝老師、大潭

國小支會-會長 陸元雄老師、山東國小支會-會長 呂政嬛老師、山頂國小支會-

會長 蘇舜政老師、大崗國民小學支會長陳武顯老師、山豐國小支會-會長 余章維

老師、中山國小支會-會長 黃美雲老師、中平國小支會-會長 羅唐泰老師、中正

國小支會-會長 賴俊華老師、中原國小支會-會長 葉良志老師、中埔國小支會-

會長 胡美娥老師、中興國小支會-會長 黃世賢老師、中興國中支會-會長 陳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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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中壢家商支會-會長 林雅薰老師、中壢高商支會-會長 馮聖傑老師、中壢

國小支會-會長 林志晟老師、中壢國中支會-會長 鍾純惠老師、沙崙國小支會

會長 謝宗益老師、五權國小支會-會長 呂惠君老師、仁和國小支會-會長 蘇俊叡

老師、仁和國中支會-會長 陳奎彰老師、仁美國中支會-會長 蔡雅琴老師、仁善

國小支會-會長 吳大翔老師、介壽國小支會-會長 王火村老師、介壽國中支會-

會長 林瑋慈老師、元生國小支會-會長 劉邦丞老師、內定國小支會-會長 蔡光富

老師、內柵國小支會-會長 蘇人杰老師、內海國小支會-會長 林政旭老師、內壢

高中支會-會長 高孟琳老師、內壢國小支會-會長 陳欣怡老師、內壢國中支會-

會長 蕭南盛老師、六和高中支會-聯絡人 梁思梅老師、巴崚國小支會-林誠義老

師、文山國小支會-會長 郭小燕老師、文化國小支會-會長 李秉驊老師、文欣國

小支會-會長 周家弘老師、文華國小支會-會長 蔣緯民老師、水美國小支會-會長

 高毓鴻老師、北門國小支會-會長 陳淑霞老師、北勢國小支會-會長 侯香君老

師、四維國小支會-聯絡人 黃如穗老師、平南國中支會-會長 羅英崧老師、平興

國小支會-會長 林奕均老師、平興國中支會-會長 林煥欽老師、平鎮高中支會-會

長 謝國澤老師、平鎮國中支會-會長 胡聖老師、永安國小支會-會長 楊淑玫老

師、永順國小支會-會長 邱哲良老師、田心國小支會-會長 張家蓁老師、石門國

小支會-會長 劉財福老師、石門國中支會-會長 林利揚老師、光明國小支會-會長

 程玫鄉老師、光明國中支會-會長 陳俊裕老師、光華國小支會-會長 陳一銘老

師、同安國小支會-會長 呂美慧老師、同德國小支會-會長 王祈富老師、同德國

中支會-會長 楊井薇老師、圳頭國小支會-會長 邱俊揚老師、成功國小支會-會長

 陳柔蓁老師、竹圍國小支會-會長 江崇宏老師、竹圍國中支會-聯絡人 溫益鑫

老師、自立國小支會-會長 李榮輝老師、自強國中支會-會長 莊玉婷老師、西門

國小支會-會長 林建碩老師、宋屋國小支會-會長 黃淑芬老師、快樂國小支會-會

長 張瑩姿老師、幸福國小支會-會長 林志雄老師、忠貞國小支會-會長 方雍仁

老師、忠福國小支會-會長 程玉茹老師、東安國小支會-會長 陳燕玲老師、東安

國中支會-會長 童祖強老師、東明國小支會-會長 廖志航老師、東門國小支會-會

長 翁仁姝老師、東勢國小支會-會長 陳瓊婉老師、東興國中支會-會長 黃士?老

師、?林國小支會-會長 孫瑞廷老師、武陵高中支會-會長 蔡梅郁老師、武漢國

小支會-會長 孫承鴻老師、武漢國中支會-會長 洪嘉敏老師、長興國小支會-會長

 林柏任老師、青埔國小支會-會長 彭煜宸老師、青溪國小支會-會長 梁偉峰老

師、青溪國中支會-聯絡人 何志崇老師、文昌國中支會-聯絡人 陳怡靜老師、信

義國小支會-會長 陳穎暉老師、南門國小支會-會長 謝謙煌老師、南美國小支會-

聯絡人 吳宗平老師、南崁高中支會-會長 張瓊方老師、南崁國小支會-會長 吳

恬琦老師、南崁國中支會-會長 羅偉雄老師、南勢國小支會-會長 賴韻如老師、

南興國小支會-會長 江建新老師、奎輝國小支會-會長 史曉春老師、建國國小支

會-會長 陳文宮老師、建國國中支會-會長 林立川老師、建德國小支會-會長 熊

書顯老師、美華國小支會-會長 聶美秋老師、茄苳國小支會-會長 林瑞龍老師、

凌雲國中支會-會長 苗迺莉老師、員樹林國小支會-會長 林聖恩老師、埔心國小

支會-聯絡人 黃敏俊老師、埔頂國小支會-會長 鍾美華老師、桃園國小支會-會長

 沈康寧老師、桃園國中支會-支會長-林玟豪老師、桃園啟智學校支會-會長 姚

翕雅老師、海湖國小支會-會長 陳秋蓉老師、草漯國小支會-會長 譚蕙苓老師、

草漯國中支會-會長 戴筱玲老師、迴龍國中小支會-會長 游章圳老師、羅浮國小

支會-會長 劉勝國老師、高義國小支會-會長 洪美鳳老師、高榮國小支會-聯絡人

 黃麗瓊老師、崙坪國小支會-會長 劉彥君老師、啟文國小支會-會長 陳瑞敏老

師、啟英高中支會-聯絡人 許敏吉老師、祥安國小支會-會長 張志銘老師、笨港

國小支會-會長 劉玉惠老師、北湖國小支會-聯絡人 鄭亦修老師、莊敬國小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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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譚興華老師、蚵間國小支會-聯絡人 古重頡老師、陸軍專科學校支會-會長

 劉國榮老師、富台國小支會-會長 余美玲老師、富岡國小支會-會長 彭聖芳老

師、富岡國中支會-會長 郭怡君老師、復旦高中支會-聯絡人 邱鴻志老師、復旦

國小支會-會長 陳毅宇老師、普仁國小支會-會長 高衡一老師、華勛國小支會-會

長 王曉芹老師、林森國小支會-吳美鳳老師、華德福國中小支會-會長 林曉瑩老

師、慈文國小支會-會長 簡玉婷老師、慈文國中支會-會長 黃鼎強老師、新坡國

小支會-會長 羅揚智老師、新明國小支會-會長 黃承章老師代理32046、新明國

中支會-會長 洪欣沛老師、新屋國小支會-會長 范姜仲宇老師、新屋國中支會-會

長 蘭育珊老師、新埔國小支會-會長 趙榮華老師、新莊國小支會-會長 蔡忠勳

老師、新街國小支會-會長 朱啟華老師、新勢國小支會-會長 溫淑君老師、新路

國小支會-會長 陳榮宏老師、新榮國小支會-會長 林怡君老師、新興國小支會-會

長 郭淑媛老師、會稽國小支會-會長 鄧瑀老師、會稽國中支會-聯絡人 蕭雅文

老師、楊心國小支會-會長 高敏俊老師、楊光國中小支會-會長 黃秀玲老師、楊

明國小支會-會長 林正明老師、楊明國中支會-會長 盧厚任老師、楊梅國小支會-

會長 周婉如老師、楊梅國中支會-聯絡人 林廷憲老師 32664、楓樹國小支會-會

長 陳俊傑老師、自強國小支會-會長 邱業燦老師、溪海國小支會-會長 洪培堯

老師、瑞坪國中支會-會長? ?文鵬老師、瑞原國中支會-聯絡人 陳亭卉老師、瑞

埔國小支會-會長 陳衍宏老師、瑞梅國小支會-會長 林國鎔老師、瑞祥國小支會-

會長 楊琇瓊老師、瑞塘國小支會-會長 曾華怡老師、瑞豐國小支會-會長 朱偉

銘老師、經國國中支會-會長 ?糧銓老師、義盛國小支會-聯絡人 徐瀚發老師、義

興國小支會-會長 李自強老師、過嶺國中支會-會長 羅堰軍老師、僑愛國小支會

-會長 周德林森國小賢老師、壽山國小支會-劉怡君老師、福安國小支會-會長

游家翔老師、福源國小支會-會長 高昇慶老師、福豐國中支會-聯絡人、廣興國小

支會-聯絡人 呂美慧老師、樂善國小支會-會長 蘇盈彰老師、潛龍國小支會-會

長 張雅惠老師、潮音國小支會-會長 徐凱彬老師、霄裡國小支會-會長 李士豪老

師、樹林國小支會-聯絡人 陳玲芝老師、興仁國小支會-會長 李黃寶老師、興南

國中支會-會長 徐忠鼎老師、興國國小支會-會長 許勇詮老師、錦興國小支會-

會長 林靜幸老師、頭洲國小支會-聯絡人 謝棨昇老師、龍山國小支會-會長 許開

力老師、龍安國小支會-會長 陳東霖老師、龍岡國小支會-會長 江長雄老師、龍

岡國中支會-會長 莊景旭老師、龍星國小支會-會長 林志明老師、龍源國小支會

-會長 邱欣怡老師、龍壽國小支會-會長 簡齊慧老師、龍潭國小支會-會長 范源

訓老師、龍潭國中支會-會長 田興老師、龍潭高級中學支會-聯絡人 李柏青老師

、龍興國中支會-會長 崔曉民老師、龜山國小支會-會長 蔡琮炫老師、龜山國中

支會-會長 范秋麟老師、霞雲國小支會-會長 蘇蕙蓉老師、雙龍國小支會-會長

徐保嘉老師、羅浮國小支會-會長 童展球老師、蘆竹國小支會-聯絡人 程士真老

師、觀音高中支會-會長 孫美娟老師、觀音國小支會-會長 何淑慧老師、觀音國

中支會-聯絡人 潘信一老師

副本：本會理監事（以e-mail寄送）、本會 2017-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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