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習班立案全名 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班址 適用對象及科別 總名額1 百家語文文理短期補習班 陳春香  (02)2946-2680 中和區景安路231之1號2樓 國小英語 4名國小MPM 數學 2名 62 中信文理語文音樂短期補習班 陳家麒 (02)8927-2000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91巷5號1樓 國小英語 2名 23 好朋友語文短期補習班 張業祺 (02)2947-2292 永和區民生路46巷52號2樓 國小英語 5名 54 康為美語文理短期補習班 張朝順 (02)2992-3589 新莊區昌平街84號1、2樓 國小英語 2名 25 永宜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林聖玫 (02)2226-3158 中和區漢民路410號(1、2、3樓) 國中英語 2名 26 長春藤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郭燕珊  (02)2207-1200 新莊區民安西路184號(1、2樓) 國小英語 4名 47 解語數文理短期補習班 彭俊人 (02)2233-1838 永和區永和路2段233號4樓之1 國小作文 2名國中國文 2名高中國文 2名 68 創宇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沈譽家 (02)2242-2426 中和區中正路456號1樓 國小英語 5名 59 快樂窩語文文理短期補習班 吳佳瑩 (02)2977-1685 三重區仁愛街42號1、2樓 國小英語 2名 210 泰瑞莎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陳瑩珍  (02)2264-0456 土城區明德路2段199號2樓、201號1、2樓 國小英語 2名國中英語 2名 411 創曄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王力慷 (02)2277-7885 新莊區中榮街56巷1之1號2樓、58之1號 國小英語 2名國中英語 2名 412 李恩文理語文電腦短期補習班 李建志 (02)2629-0826 淡水區新民街76巷11號1樓 國小數學 3名國中數學 3名國中自然 2名 813 勵學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邱盛文  (02)8671-2618 三峽區大學路95號1、2樓 高中英語 2名 214 建欣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張素娟 (02)8891-7806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232號 國小英語 3名國中英語 2名 515 學悟處一對一重慶教室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2961-5101 板橋區重慶路250號2、3、4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16 學悟處五華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8985-7101  三重區五華街77號2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17 學悟處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2985-6101 三重區五華街125號2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18 學悟處福營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2206-6101 新莊區富國路102號5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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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9 學田文理短期補習班 吳烈明 (02)2910-1917 新店區北新路2段107、109號3樓、121巷15弄1、3號1樓 國小數學 3名 320 新田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賁采怡 (02)8911-0011 新店區北新路3段82號3樓、3樓之1、3樓之2 國中國文 3名 321 幼強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李政維  (02)2262-5827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106巷15號1樓 國小英語 2名國小數學 2名 422 文昌文理短期補習班 郭建德  (02)2672-1610 三峽區大學路101號(1、2樓)、103號(1、2樓) 國小英語 2名 223 逸安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尤惠生 (02)2951-2260  板橋區重慶路192號1、2樓 國小英語 2名 224 安加語文珠算短期補習班 江明哲 (02)8926-6888 永和區竹林路115號2、3、4樓；永和區竹林路109巷1、3號2樓 國小英語 2名 225 鄭行優質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項于芬 (02)2923-1343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80號2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高中數學 1名國中自然 1名國中國文 1名 526 魁仕堡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文玲  (02)2942-2385 永和區民權路53號3樓之10 國小數學 2名國中數學 3名國中自然 2名國中國文 2名 927 宸翰文理短期補習班 張基祐  (02)8968-1099 板橋區中正路332之8號1樓及夾層 國中英語 3名國中數學 3名 628 勵成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2962-7728 板橋區忠孝路86號地下1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29 佳英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2226-7426 中和區莒光路179號地下1樓、177巷2號1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30 超人珠心算文理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吳金葉 (02)2960700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0號3樓 國小珠心算    2名 231 冠儒語文文理珠心算短期補習班 張尹榕  (02)2948-8511 中和區景新街418巷3號 國小英語 2名國中數學 2名 432 無敵兒文理短期補習班 李憲  (02)2211-6876 新店區安德街47號2樓、48號4樓 國中數學 3名 333 美育音樂短期補習班 徐凡琦 (02)2231-4699 永和區福和路389號4樓  不限年齡 音樂 2 名 234 史丹佛語文文理短期補習班 陳成芳 (02)2232-5522 永和區保生路58號1、2樓 國小英語 2名 235 萬勝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高本為 (02)2929-8345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65號 國中英語 10名國中數學 10名 2036 小畫家文理語文美術短期補習班 許寶惜 (02)3233-3560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110號1樓 國小英語 2名 237 瀚霆文理短期補習班 沈玟君  (02)8911-1721 新北市新店區明德路24號1樓 高中數學 4名國中理化 4名國中數學 4名 12



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38 優昇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陳信漳 (02)8953-0610 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126號 國小美語2名 239 康寶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張素珍 (02)2245-3111 新北市中和區連勝街15巷2號1樓 國小數學指導2名 240 漢生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呂卉甄 (02)8252-6599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417巷30號一二樓 國小英文3名 341 智慧王文理短期補習班 郭謙逸 (02)8287-1901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250號 國小數學 2名國小英文 2名國中數學 2名國中自然 1名 742 學悟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附設學悟處一對一莒光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2221-6101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183號1、2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43 學悟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附設學悟處一對一光華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肇揚 (02) 2206-9101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475號1、2樓 國中英語 1名國中數學 1名 244 睿晟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余金燕 (02)8281-2608 新北市蘆洲區長興路296之7號 國小英文2名 245 冠金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陳招好  (02)2248-1039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0之3號1樓 國小英語 5名國小數學 3名 846 政大文理短期補習班 劉麗卿  (02)2647-8287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108號 國中數學 2名國中英文 2名國中自然 2名 647 大兒堡技藝文理短期補習班 林翠玉 (02)2958-7187 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128號1 國小英文3名 348 鄭撼文理短期補習班 許富展 (02)8666-2912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49號2樓 高中數學 3名高中英文 3名 649 戴爾科學作品語文短期補習班 許凱雄 (02)2953-7779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87號2樓 國中科學 6名 650 冠霖語文短期補習班 李明德 (02)2247-4006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63巷10號1樓 國小英文 2名 251 義泉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彭玉容 (02)2961-8912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200號 國小英文 2名 252 陞優語文文理短期補習班 趙姿婷  (02)2992-3455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615巷21弄6號 國中數學 2名國小英文 2名 453 育品資優文理短期補習班 葉盈均 (02)2243-9710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69號 國中數學2名 254 銘心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陳心瑩 (02)8245-3266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8號 國小美術 2名 255 三格林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陳澤修 (02)2601-1068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153號(1、2樓) 國小英語 2名 256 浩群資優文理短期補習班 陳鴻文 (02)2270-1490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24、226號2樓 國中英文 3名國中國文 3名高中英文 2名 8



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111年度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希望萌芽計畫助學名冊57 快樂寶貝文理短期補習班 陳春香  (02)2240-4599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301巷21號1樓 國小英語 2名 258 維妮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陳瑩珍 (02)2264-5626 新北市土城區學士路12巷6號1樓 國小英文 1名 159 英代外語文理短期補習班 吳冠儀  (02)2951-3319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6號7樓 國中英文 15名大學英文 15名 3060 夏綠蒂皇家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葉奕舉 (02)2986-3649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巷12號2樓 國小英文 2名 261 優億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盧秀鳳 (02)2253-4177 板橋區文聖街109號1樓 國小英文 2名 262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公司附設數位學堂建興文理短期補習班 羅凱揚 (02)5578-6558 新北市新莊區建興街9號1樓 大學、成人英、數、物、管理學 563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洋碩文理短期補習班 邱昌其 (02)2625-7982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5弄47號1樓 大學、成人英、數、物、管理學 564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分公司附設數位學堂北大文理短期補習班 羅凱揚 (02)5578-8140 新北市三峽區國學街40號2樓 大學、成人英、數、物、管理學 565 仁耀文理短期補習班 王麗琄 (02)2277-5656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31號7樓 國中數學 10名國中英文 10名國中理化 10名高中理化 10名 4066 宋理文理短期補習班 王曉娟 (02)2219-2331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216號2樓 高中數學 10名高中英文 10名高中理化 10名 3067 徐鴻文理短期補習班 曾玉卿 (02)2857-2231 新北市三重區信賢街25號1樓 高中數學 10名高中英文 10名高中理化 10名 3068 新泰文理短期補習班 王晴櫻 (02)2276-378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31號6樓 高中數學 10名高中英文 10名 2069 數研文理短期補習班 王麗琄 (02)2957-8408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66號8樓 國中理化 5名 570 王耀文理短期補習班 王麗惠 (02)2957-8408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66號8樓之1 高中數學 10名高中英文 10名 2071 聯發文理短期補習班 王麗惠 (02)8985-6568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08號11樓 高中數學 10名高中英文 10名高中理化 10名 3072 藤原文理短期補習班 王曉娟 (02)2684-3311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152號6樓之1 高中數學 10名高中英文 10名高中理化 10名 3073 敦勤文理短期補習班 黃貴琦 (02)2977-0458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142巷12號1樓 國中數學一～三 各2 共6名國中英文一～三 各2 共6名 1274 文巽文理短期補習班 陳泰偉 (02)2970-2425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120號 國中數學一～三 各2 共6名國中理化一～三 各2 共6名 1275 中平高分文理短期補習班 李玉蘭 (02)2996-7680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91巷37號1、2樓及39號2樓 國中國文 2名國中英文 2名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