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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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以平 800 特教班1 黃炳富 849 潘莉蓁 850 六 廖怡婷 306

家長會 801 蕭綉娟 849 唐儷文 850 七 歐  美 307

人事室 呂佳勳 802 特教班2 朱薏雯 846 李玫瑱 850 八 黃瑞彩 308

會計室 林鈺雰 803 楊少昕 846 吳靜柔 875 九藝才班 林素貞 309

主任 鄭  琴 810 劉陳衡 851 林庭芳 876 一 鄭濟源 401

教學組 謝琬琪 811 領召-自 蔡秀惠 852 林英芝 877 二 陳美穎 402

註冊組 楊琇雯 812 劉靜文 853 曹佩蓁 878 三 杜弘文 403

課研組 邱文英 813 蔡宗哲 854 胡雅婷 879 四 林摑彥 404

資訊組 黃俊文 814 許瑀恩 855 楊惠穎 880 五學年主任 黃湘芸 405

領召-英 劉歆筱 881 六 簡麗君 406

主任 林武城 820 主任 鄒玲基 870 蘇嘉甄 884 七 林家安 407

生教組 黃耀徵 821
教保員

保育組長 李思盈 860 八 曹秀玲 408

體育組 黃義翔 822
企鵝班

教務組長 張翡珊 861 社會-領召 李月琴 882 九 吳俊美 409

環教組 黃裕盛 823 企-教保員 簡伶卉 861 社會/健康 蔡秉峪 十 林家平 410

活動組 蔡景雲 824 天鵝班 楊淑華 862 社會/健康 何思穎 十一藝才班 廖羚君 411

保健一 陳怡蘋 826 鵝-教保員 孫翠娟 862 健康 陸炤潔

保健二 黃麗津 825 白兔班 葉慧菁 863 閱讀 吳雅惠 815 一學年主任 王斐瑜 501

午 祕 藍素枝 827 兔-教保員 劉美慧 863 電腦-任主任 何瑞雄 883 二 洪如恩 502

運動教練 陳惠玟 850 綿羊班 蘇紋莉 864 三 鄧裕樺 503

羊-教保員 葉姿呈 864 一 林慧亭 101 四 劉德芳 504

主任 曾銘翊 830 星星班 葉美玉 865 二 楊語涵 102 五 曾琬雯 505

事務组 何婉雁 831 星-教保員 王寶玲 865 三教師會 林美慧 103 六 胡閎智 506

出納組 詹琬茹 832 太陽班 王淑梅 866 四學年主任 魏伶倩 104 七 李書嫥 507

文書組 蘇孟君 833 陽-教保員 林晏如 866 五 莊孟蓉 105 八 陳克復 508

幹事 王晶瑩 834 月亮班 陳雀素 867 六 盧淑芳 106 九領召-綜 莊嘉榮 509

警衛 謝文凱 835 月-教保員 蕭佩珊 867 七 郭宛如 107 十 莊珮琳 510

警衛 吳嘗德 835 幼保健 邱鳳玲 868 八 王碧慧 108 十一藝才班 蘇敏惠 511

技工 鄭吉良 廚 房 鄭素麗 869 九 張乃蕙 109

職員 簡清文 838 廚 房 鄭家榆 869 十 羅婕菱 110 一領召-數 童安妮 601

職員 王佩雯 838 廚 房 楊毓玲 869 十一 林曉慧 111 二 曾玟綺 602

二年級 三 簡吟容 603

主 任 師麗碧 840 一 張菁怡 201 四領召-國 蔡志杰 604

輔導組 劉愛玲 841 二 林秀芳 202 五 林亭安 605

親資組 柯利臻 842 三 黃美玲 203 六學年主任 蘇偉綸 606

特教組 吳若綺 843 四學年主任 劉貽芳 204 七 李宗諭 607

輔導教師 李文佑 844 五 邱惠敏 205 八 羅妍忻 608

輔導教師 劉靜蓉 844 領召-藝 林芯伈 871 六 林琬菁 206 九藝才班 吳柳芳 609

司 機 林琨袁 邱一甯 872 七 林佳璿 207
教師助理員 郭萩芳 張思婷 873 八 林嬌韓 208 STEAM團 連育賢 844

九領召-生 孫  琪 209 合作社 804

資源一 方臣胤 847 徐嫚吟 856 十 高雅莉 210 管樂團 828

吳昱輝 847 李芳菁 857

領召-特 王子英 845 劉一霖 858 一 謝宛容 301

柯欣怡 845 廖彥慈 859 二 張芝鳳 302

資源三 李敏君 829 三 林恬羽 303 請假專線

林奇緣 829 領召-體 王振邦 850 四學年主任 許立明 304

陳裕宗 850 五 黃秀文 305 分機

校外撥入班級

2955-7936

健體科任

英語科任 四年級

科任

一年級

三年級

請 假 專 線

2955-7936*848

其他

特殊教育 藝術與人文科任

五年級

總務處傳真：2961-8200

六年級

輔導處傳真：2959‑0015

音樂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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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傳真 : 2962‑4583 自然科任

學務處 傳真：2956‑5315 幼兒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