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務處

高栢鈴 校長 100 凃志賢 學務主任 300 宋永豐 總務主任 600

許自佑 秘書 101 吳鴻雄 衛生組長 301 賴文瑛 文書組長 601

林阿英 技工 102 黎冠誠 體育組長 302 蘇秀文 出納組長 602

3F會議室 103 謝如媛 訓育組長 303 戴偉倫 事務組長 603

林巧菁 家長會(3F) 104 王明旭 社團活動組長 305 張雅婷 幹事 604

4F小型會議室 105 林麟玲 幹事 304 黃素蘭 幹事 605

羅寶珠 統餐秘書 307 李美惠 職工 611

蘇秀玉 教務主任 200 王文香 管理員 308 張輝雄 606

林怡君 教學組長 201 吳麗芳 代理護理師 309 蔡家裕 607

莊嘉玲 註冊組長 202 林麗純 行政教師 322 黃佑升 608

陳錦鴻 設備組長 203 321 檔案室 609

顏華漢 試務組長 204 電信機房 612

顏翔真 實驗研究組長 205 向國安 主任教官 310 2F會議室 613

林麗芝 幹事 206 烏佳菁 生輔組長 311 傳達室

李莉莉 幹事 207 謝季霖 教官 312 警  衛 傳達室 610

王  甄 管理員 209 何晉霖 教官 313 中控室 614

王玟迪 行政助理 210 圖書館 貴賓室 615

陳依玲 特教承辦人 220 王耀輝 圖書館主任 530

林鉅逢 行政教師 221 黃俊欽 資訊組長 531 校長宿舍 168

簡郁昕 行政教師 222 劉怡慧 讀者服務組長 532 教官值勤室 316

張雅惠 行政助理 224 ADSL機房 534 張錦綉 舍監 317

人事室 教師辦公室

呂旭卿 人事主任 500 專任老師(一) 211-214 會議室 318

李淑君 組員 501 專任老師(二) 215-218 射擊場 319

會計室 專任老師(三) 236 教師會

梁素鳳 會計主任 510 一導師(1)    370-371 辦公室 700

杜秋香 佐理員 511 一導師(2) 380-381 員生社

輔導室 二導師(1) 340-341 員生社 701

賴佑華 輔導主任 520 二導師(2) 330-331

郭欣瑜 輔導老師 521 三導師(1) 350-351

丁郁美 輔導老師 522 三導師(2)  360-361

洪素幸 書記 523 自然科 219

吳欣穎 生涯承辦人 524 科學館一樓(化) 231

田菀鈞 輔導老師 525 科學館二樓(物) 232

科學館三樓(生) 233

科學館四樓(地科) 234

子號：02-26008560   02-26008561   02-26008562   02-26008563   02-26008564   02-26006390
專線 校長室：02-26091997   傳真：02-26098235
人事室：02-26081252  傳真：02-26000444   總務處：02-26000551   傳真：02-26092172

會計室：02-26001003  傳真：02-26001562

學務處：02-26000916  教務處：02-26001400  輔導室：02-26082584  圖書館 傳真：02-26091738    

舍監：02-26099542  02-26090100  教官室：02-26091961  傳真：02-26009482-221  02-26000466

員生社販賣部：02-26000772  電梯專線：02-26035637  

話機右側功能鍵：VOICE CALL(AUTO ANS)/MUTE 自動應答 ；1-6 外線 ；7 手機(限開放)；8 代接

跟隨： ＊ 7102+分機碼  ＃        跟隨解除 ：＊ 7100    ；     清除功能 ：＊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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