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09.25

學校代表號

單 位 名 稱 姓 名 分 機 單 位 名 稱 姓 名 分 機 單 位 名 稱 姓 名 分 機

校長 孔令堅 577 學務主任 陳宛吟 561 輔導主任 邱雅梅 563

專任教師 周美岑 577 訓育組長 黃郁翔 242 輔導組長 林伊芳 563

生輔組長 李昌澍 242 特教行政 鄭嘉晴 563

體衛組長 張致瑋 588 資源班行政助理 游力譿 563

教務主任 陳博文 560、579 學生事務 陳海雯 242

教學組長 宋宥輯 560、579 教官 陳玨文 572

註冊組長 黃湘淮 560、579 校護 劉禧君 242 生命教育主任 陳宛吟 768

實研組長 孔佑允 560 組員 邱瑞櫻 561 生命教育行政 蘇秀美 768

設備組長 游民聖 560 舍監(男) 邱駿哲 568 實習老師 黃聖雅 768

實習組長 林文斌 560 舍監(女) 黃玉芳 569

資訊行政 王明輝 560 舍監(女) 胡蘇雄 569

夜輔行政 蘇奎州 560 國中部主任 葉東茂 552

組員 戴雯皓 579 國中部教學註冊組長 呂怡慧 574

組員 譚絜予 560、579 總務主任 任逸雲 580 國中部生活教育組長 邱毓賢 565

實習老師 林怡樺 560 庶務組長 徐榮珍 580 組員 唐語祺 565

出納組長 林孟諭 249

組員 陳思涵 580

圖書行政 蔡珍玉 578 組員 徐貴富 580 人事主任 沈怡蕙 564

台九線大門 保全 116、117、9

北側門 莊坤明 383

體衛組長 張致瑋 588 會計主任 王依齡 566

專任運動教練 尤聖潔 588 會計佐理員 李詩偉 566

運動防護員 吳念儒 588 修女 馮令儀 567

園長 賈慧美 570

單 位 電 話 校 內 分 機 傳 真 號 碼 電 話 校 內 分 機 傳 真 號 碼
校史室 03-8242590 590 03-8242593 593

西側一樓小辦公室(教官室) 03-8242571 571 03-8234605 605

西側一樓大辦公室 03-8242572、573 572、573 03-8242569 569

西側二樓小辦公室 03-8242587 587 03-8242568 568

西側三樓小辦公室 03-8237886 886 03-8242592 592

東側一樓小辦公室 03-8242390 390 03-8225407 03-8225590

鐵工地下室 03-8242584 03-8461291 03-8460096聖吳甦樂幼兒園

教務處 03-8242560、579

圖書館 03-8242578

體育室 03-8242588

縫紉教室

學生宿舍餐廳

女生宿舍

男生宿舍

聲遠館

海星國民小學

單 位

學務處 03-8242561、242、572

總務處
03-8242580、249

傳真03-8242562

生命教育室 03-8234768

人事室 03-8242564

國中部
03-8242565、552、574

傳真03-8242714

會計室

聖安琪幼稚園
03-8242570、514

傳真03-8242514

03-8242566

聖安琪中心 03-82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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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電話分機及傳真

03-8223116、03-8223117 傳真號碼 總務處｜03-8242562、國中部｜03-8242714

校長室
03-8242577、205

傳真03-8225328
輔導室 03-8242563



109.09.25

班 級 姓 名 分 機 辦 公 室 姓 名 分 機 辦 公 室

國七忠 彭馨玉 565、574 晨星樓 黃秋燕 560 教務處

國七孝 周金華 565、574 晨星樓 蘇奎州 560 教務處

國七仁 黃明真 565、574 晨星樓 周美岑 577 校長室

國八忠 梁逸茹 565、574 晨星樓 許文瑜 587 西側二樓

國八孝 莊惠玉 565、574 晨星樓 蔣玉蘭 565、574 晨星樓

國九忠 吳佳樺 565、574 晨星樓 蘇怡瑄 565、574 晨星樓

國九孝 徐詩晴 565、574 晨星樓 朱淑慧 560 教務處

普一忠 王寶能 573 西側一樓大辦 林淑慧 565 晨星樓

普一孝 賈蘇惠 573 西側一樓大辦 李婕伶 573、572 學務處

普一仁 梁文祥 572 西側一樓大辦 李欣儒 573、572 學務處

普一愛 莊琇蓉 572 西側一樓大辦 林暄芝 573、572 學務處

普二忠 王澤惠 390 東側一樓 扶志恩 565、574 晨星樓

普二孝 李恭榮 390 東側一樓 陳蔡慶 (教務處)

普二仁 保淑卿 390 東側一樓 江偉林 565、574 晨星樓

普三忠 劉佳蓉 390 東側一樓 歐大年 565、574 晨星樓

普三孝 張殷華 390 東側一樓 歐威廉 565、574 晨星樓

普三仁 邱郁哲 390 東側一樓 吳貴慈 560 教務處

綜一忠 吳振宇 587 西側二樓 賈慧美 570 聖安琪幼稚園

綜一孝 林敏君 587 西側二樓 邱培蓮 (教務處)

綜一仁 盧豪文 587 西側二樓 黃筱懿 (教務處)

綜二忠 黃淑芬 886 西側三樓 陳詠淳 (教務處)

綜二孝 李意心 886 西側三樓 蘇彥濬 (教務處)

綜二仁 賴靖芳 886 西側三樓 范承豪 560 教務處

綜三忠 鍾佩卿 886 西側三樓 廖啟岑 (教務處)

綜三孝 何佩玲 886 西側三樓 吳建興 (教務處)

綜三仁 柯悅櫻 886 西側三樓 張蓉庭 560 教務處

黃聖雅 768 宗輔室 林佑欣 768 宗輔室

林怡樺 560 教務處 王家榆 573、572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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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導師及專任老師、兼任老師、實習教師電話分機

※備註：辦公室為 (教務處)→表示無辦公位置,需打手機號碼。

國

中

部

導

師

普

通

科

導

師

高

中

部

綜

合

科

導

師

高

中

部

專

任

教

師

實習

老師

兼

任

教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