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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導師班公室  分機 611-612  【和平樓二樓】  室長： 陳信志 

701 曾倩怡 703 林逸昀  705 陳建章 709 陳信志  713 賴筱婷 717 馬海寧  721 曾鈺晴   

702 溫婉玉 704 林良達  706 李念媛 710 施妙純  714 楊忠楨 718 黃怡貞   陳水泉   

     707 楊文玲 711 蘇惠麗  715 溫梅君 719 羅玉珍      

     708 邱雅蘭 712 王菁華  716 張詩豔 720 陳玉慈      

八年級導師班公室  分機 621-622  【忠孝樓三樓】  室長： 許莉芬 

801 闞周芸 803 陳皓薇  807 陳柏竹 811 王彥玲  815 童馨儀 819 楊雅惠  823 蘇文秀  

802 陳淑芬 804 梁展榕  808 凃秀美 812 蔡湘雨  816 蔡宇晴 820 吳明倫  824 趙美華  

  805 林雅惠  809 黃正杰 813 陳世易  817 游千慧 821 張慧美  825 蔡穎真  

  806 許莉芬  810 王思維 814 張惠評  818 卓佩瑜 822 葉淑媚  826 賴昭萍  

九年級導師班公室  分機 631-632  【仁愛樓三樓】  室長：陳琮杰 

901 薛玉娟 903 吳雅昭  905 蘇呈耀 909 周佳琪  913 張玲瑜 917  項祖恩  921 何呂升 925 吳秀琴 

902 蔡秀青 904 陳琮杰  906 張雅雅 910 周美妮  914 王世雄 918 吳姝融  922 黃怡鈞   

     907 黃幼齡 911 林明宏  915 林怡平 919 楊詩如  923 李瑞珊   

     908 李欣潔 912 劉翰臻  916 林麗琪 920 吳明韓  924 黃嬿霖   
 

專任老師辦公室(一)【和平樓四樓】分機 661 室長：施國英  教務處 分機201-205 

 林妙玲  方日升  簡美珠  施國英  201 李亮慧 
教學

206 吳明修 註冊 

204 
邱建林 設備 

205 
翁子聖 

資訊

207 蔡佩旻 

 陳幸靜  許雪紅  黃佳琪  徐聖樺  
副 

206 
徐儷玲 203 蕭碧玉 202 蔡瑩靜 202 張翠玉  207 顏宇美 

 陳俐華  陳美玲  胡家鳳  莊佳卉  205 邱淑慧 203 邱湘惠 圖書 

208 陳欣怡 圖書 

208 徐惠珍 
實驗

室 王吟微 

 吳岳展  曾冠穎  林妍君  李佳昇  
圖書 

分館 劉俞宏       
 

  

專任老師辦公室(二)【教務處旁】  分機 662 室長： 練宗明  學務處 分機301-307 

 練宗明  林吟珊  吳婌菱  黃淑華  301 陳淑娟 訓育 

303 
 廖淑萍 生教 

304 黃敏銓 衛生 

305 
鄧立欣 副 

305 
林婕妤 

 林珮嫻  林美惠  周君豪  曾子賢  
體育 

305 吳鴻銘  303 張乃若 303 鍾政洋 304 江雅惠 304 何宜芳 

 簡婉如  連祥昀  林安安  孫珮容  304 黃斐玲 304   林品軒 304 曾文欣 304 陳乙禎 
校護 

306 周素娥 

 劉家芸  陳淑婷  黃華美  謝宗府  
校護 

306 林昭君 307 王俐婷 307 施佩琪 307 賴美玲 302 蕭紹哲 

         305 呂淑華         

專任教師辦公室(三)【行政電腦旁】分機 663 室長：李三元  輔導處 分機401-404 , 410 

 顧婉琳  巫如芬  林秋桂  王碧玉  401 陳彥成 輔導 

402 
林依晴 資料 

403 
劉珮吟 特教 

404 
廖偉君 副 

402 楊韻璇 

 李三元  吳家宜  藍秀真  郭雪子  410 陳伶瓊 410 張玉姍 410 李凱琳 410 陳佳瑋 410 莊雅婷 

 梁雅惠  楊怡君  陳彥宜  曾雪芬  410 黃宛茜  陳淑敏  黃雅慧     

 林崇萱   張志宏  王義裕   柯四川            

體育教師辦公室【和平樓一樓】     分機 664 室長：何銘軒  總務處 分機501-508 

  黃志揚  吳翊汝  黃麗芳  何銘軒  501 張志芳 文書 

507 
張秀滿 事務 

504 
陳冠樺 出納 

508 陳秀卿 502 陳美娥 

 陳榮堃  林朝慶      503 王美陵 503 陳雅珍 505 王俐文 506 林華隆 506 林國民 

         510 梁保康 510 陳松男 102 楊嘉樺     

特教班辦公室【忠孝樓一樓】  分機 405-406 室長：張鶴齡  人事室 分機121-122 

927 江啟山 927 林秀如 723  朱家麗 723 林雅璇  121 翁秀治 122  吳秀菊 

資源 張鶴齡 資源 葉潮瑋 資源  李玉華 資源 吳志強  會計室 分機111-112 

資源  蔡慧茹 資源  吳舒婷   董百瑛  隋仁生  111    殷素珍 112   王捷鋒  

  陳建志  林揚傑        

音樂班辦公室【忠孝樓 3樓】  分機 408-409 室長：曹錦慧  幼稚園 分機 1F 601,603 -2F 602 

409 曹錦慧 926 陳明秋 827 楊昭萱 722 劉致寧  
主任 

602 李美靜 組長 

603 龔漢芹 602 謝孝貞 602 盧寶惠 603 陳淑玲 

408 黃天心 408 賴薇丹 408 莊千瑩  黃明麗  602 林育如 601 劉玥霜 601 李佩錦 603 羅玉卿 603 許麗珍 

         603 黃文岑 603 秦美英 602 張宸禎     

 

圖書館208   PC 主控室209  家政準備室210   理化實驗室211  校史室228    教師會288    健康中心306 本表依 103 年 6 月 10 日已知資料編排，僅供參考。  

親子請假中心307   活動中心 1F311  活動中心 2F 會議室314  3F 準備室333  檔案室509  仁愛樓 2F 會議室514  

校長室102   活動中心電腦教室 2F322   警衛室510   體育網路中心2962-8055   合作社2954-7174   游泳池   

本校傳真電話 02-2956-7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