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稱 姓名 分機 職稱 姓名 分機 職稱 姓名 分機 職稱 姓名 分機
校       ⾧ 張國振 800

人事主任 鄭家銘 802 總務主任 李尚仁 830 701 邱音皓 870 第㇐音樂教室
管樂總監 陳冠儒 851

會計主任 許佳蘋 803 事務組⾧ 蔡承儒 831 702 林偉煌 871 第二音樂教室 劉嫻芳 852

職       員 許銀湖 831 703 江威霖 871 第三音樂教室 楊慧敏 853/822

職       員 鍾麗真 832 704 張峻瑋 871

教務主任 黃如琪 810 幹       事 劉祐呈 832 705 劉于如 875

教學組⾧ 劉秀紅 811 出納組⾧ 吳叔倩 833 706 毛禮菁 875 導師會議室 明道2樓 838

教務協行 吳昭穎 811 文書組⾧ 李亞璇 834 707 賴維正 870 大會議室 明道3樓 839

幹       事 紀政安 813 技       工 鄭明圳 835 708 林宣杏 875 英語情境教室 明道3樓 ???

教學協行 王思懿 812 警       衛 林文章 836 709 莊貴華 875 主機房 明道4樓 816

教學協行 蔡霈玟 812 警       衛 許志煌 836 710 張明典 870 電腦教室(㇐) 明道4樓 865

教務助理 陳耀謙 812 711 蕭國財 870 電腦教室(二) 明道4樓 864

閱讀推動教師 賴美志 814 兼    任 唐子超 876 創客教室 明道4樓 ???

職       員 羅淑慧 814 輔導主任 莊志勇 840 兼    任 陳慶龍 876 理化實驗室(㇐) 怡情2樓 858

註冊組⾧ 蔡欣芸 815 輔導組⾧ 林欣儀 841 兼    任 張婉菁 876 理化實驗室(二) 怡情2樓 849

註冊協行 楊卓豫 815 專輔教師 王思涵 843 兼    任 陳岳志 876 圖書館 格致1樓 850

設備組⾧ 杜旻華 817 專輔教師 翁秋真 843 體育辦公室 格致1樓 826

設備協行 陳宜君 817 專輔教師 黃馨慧 843 生物實驗室(㇐) 怡情1樓 857

資訊組⾧ 謝美津 818 資料組⾧ 唐思涵 845 801 張平霖 880 生科教室(㇐) 怡情2樓 855

教務助理 胡嘉良 818 特教組⾧ 游築蟬 842 802 吳貿申 881

油印室 819 資優專任 劉猷文 844 803 楊雅荃 883 電話

資優專任 鍾德威 843 804 黃秀芳 883 傳真

805 林杏娟 881 園⾧趙容如

特教組⾧ 游築蟬 846 806 簡麗珠 881

特教班導師 柯雅馨 846 807 蔡志堅 880

學務主任 游鎧澤 820 特教班導師 許銘卿 846 808 劉育玲 885 教務處

生教組⾧ 林家立 821 資源班導師 高靜嫻 846 809 王韻淇 881 學務處

生教協行 陳芝婷 821 特教教師 歐芝沂 847 810 林小惠 885 總務處

生教協行 尹又文 821 特教教師 簡小萍 847 兼    任 郭依平 880 輔導處

生教協行 蔣英孝 821 特教助理員 吳素貞 847

專任運動教練 蘇益彥 821

職       員 洪幸枝 822

訓育組⾧ 盧柏宏 823 專    任 何黛英 863

訓育協行 邱華廷 823 專    任 許嘉玶 863 901 楊曉芳 890 907 梁麗君 895

幹       事 許仲誠 824 專    任 高儷禎 863 902 安偉銘 890 908 張惠華 895

體育組⾧ 許秀鳳 825 專    任 張繻方 863 903 黃慧禛 891 909 鍾秀英 896

排球教練 李柏毅 825 專    任 羅秀珠 862 904 劉嫻芳 891 910 彭偲婷 895

衛生組⾧ 張武雄 827 專    任 魏牡丹 862 905 李麗秋 890 913 楊繡娟 896

衛生協行 蕭筠 827 專    任 顏君霖 862 906 余宗翰 890 資優導師 許丞緯 896

午餐秘書 李宜真 828 專    任 陳琬貞 861 911 郭瓊玉 891 專    任 馬琬姈 896

護理師 陳郁玲 829 專    任 潘珮芳 861 兼　任 張寶元 891 兼    課 任明靜 895

童軍團⾧ 董瑾瑜 807 / 862 專    任 方燕卿 861

專    任 葉鈴湘 861

補校主任 龍芝寧 804 專    任 鄭展坤 860

教導組⾧ 徐素貞 805

《九年級導師辦公室》(日新4樓)

《特教辦公室》(修德1樓)

《專任兼任教師辦公室》(格致2樓)

《九年級導師辦公室》(日新2樓)

(02)2222-0332

(02)2221-4840

(02)2222-0342

(02)2222-9570

《八導辦公室》(格致2樓)

《輔導處》(忠勤2樓)

《專科教室、辦公室》

《積穗幼兒園》(科學樓)

(02)3234-0533

(02)3234-0233

《補  校》(明道1樓)

《各處室傳真機》《學務處》(敬業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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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導及專兼任辦公室》(格致2樓) 《音樂教室及管樂團》(明道5樓)

《教務處 》(修德2樓)

《總務處》(明道1樓)

0967-001-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