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分機 專 線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分機 專 線
學校總機代表號 2131928 212

（一）校長室

校長 鄭文儀 701 2136723 216

秘書 郭俊欽 702 護理師、體育組 林士雅 213

校長宿舍 703 體育組傳真機

校長室傳真機 214

（二）教務處 游泳池 215

教務主任 胡瑞原 101 韻律教室(實踐樓B1) 215

教學組長 張馨云 102 羽球場（體育館1F） 214

試務組長 洪倖珠 130 綜合球場(體育館4F) 214

註冊組長 陳建亨 103

設備組長 陳詩庭 104 （四）教官室

特教組長 林宜貞 105 主任教官 陳明良 202

教學組 莊淑韻 106 校安教官 李曉嵐 209

註冊組 黃素蓉 107 教官 翁煜珹 218

註冊組 曾昭媛 128 教官 張瓊月 219

試務組 歐金祥 129 教官 高靜萍 219

設備組 陳愛慈 109 校安教官 陳月芳 219

資優教育專案助理 蘇芳玉 152

音樂班辦公室 黃欣儀 118 教官室傳真機

全國藝才班助理 廖峻賢 119 （五）總務處

全國藝才班助理 王圓嵐 119 總務主任 徐雅雯 301

2154527 文書組長 魏彩珠 302

2154527 出納組長 王美惠 303

108 庶務組長 吳素芳 304

文書組 顏瑞佳 305

150 出納組 李蓓真 306

150 庶務組 劉志銘 307

113 庶務組 倪素玲 312

114 總務處傳真機

114 傳達室一（總機） 308

115 傳達室二 313

116 學生會辦公室 314

161 安管室 316

162 工友室 317

163 311

151 315

121 （六）主計室

122 主計室主任 王怡菁 501

123 組員 李彥潮 502

124 佐理員 李逸如 503

125 （七）人事室

126 人事主任 林采仙 511

131 組員 盧作師 512

132 人事室傳真機

135 （八）輔導室

136 輔導主任 黃乙敏 521

137 輔導教師 522

2146659 輔導教師 523
資源教室(三)(美藝大樓1F) 132

輔導室傳真機

140 （九）圖書館

（三）學生事務處 圖書館主任 劉文明 531

學務主任 劉靜豪 201 資訊媒體組長 彭孟凱 532

訓育組長 白蕙棻 203 讀者服務組長 林良蕙 536

生輔組長（教官室） 張芳萍 204 組員 陳貞秀 533

社團活動組長 蔡宛庭 217 椰風廳 537

衛生組長 佘晉宇 205 圖書館傳真機

體育組長 劉佳輔 206 （十）合作社

營養師、活動組 陳國輝 207 業務部 鄭旭君 601 2147032

訓育組 蘇玉芳 220 營業部 郭惠娟 602 2159581

生輔組 蔡孟志 209 合作社傳真機 2158780

學務處傳真機 百芳馨(黑輪嫂) 603 2146845

活動中心音控室 208 久大(自助餐) 605 2142007

210 安親班 自在軒(茶飲專賣) 606 2130870

健康中心(實踐樓1F) 蘇筱紜 211 阿票姨 608

2135290、2131928轉529

資源教室(一)(實踐樓3F)

生活科技教室(莊敬樓2F)

機器人教室(莊敬樓2F)

數位創作教室(莊敬樓2F)

資訊教室二(圖資藝文館4F)

電腦教室一(教學資料中心1F)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美藝大樓2F)

自然科研究室(圖資藝文館3F)

社會科研究室(圖資藝文館2F)

桌遊創作教室(莊敬樓3F)

資源教室(三)(美藝大樓1F)

資訊教室一(圖資藝文館4F)

資訊教室三(圖資藝文館4F)

2142294

國文科研究室(圖資藝文館2F)

家政學科中心(美藝大樓1樓)

西畫教室(莊敬樓3F)

國畫視聽教室(美藝大樓3F)

設備組傳真機

教師會辦公室（教學資料中心1F）

2154582

健康與護理教室 (莊敬樓3F)

2154711

大會議室(自強樓2F)

家政學科中心傳真機

科學館各樓層實驗準備室(2F~5F)

天文台（6F）

藝能科研究室(美藝大樓1F)

英文科研究室(圖資藝文館2F)

數學科研究室(圖資藝文館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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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聯合辦公室（教學資料中心3F）

校友會辦公室（樂群樓1F）

2135290

電腦教室二(教學資料中心2F)

2142294 體育運動器材室(B1)

油印室(教學資料中心1.5F)

2135290；2131928轉239

2154582

教務處傳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