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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分機 班級 姓名 分機

校    長 林繼生 188 機電301 林鉅程 234
機電302 向章瑄 234

教務主任 陳彥森 100 資訊301 王蘊華 242
教學組長 郭紀翔 101 多媒301 葉美銀 224
副教學組長 邱奕緯 106 應日301 蔡玉琳 232
註冊組長 黃駿捷 103 應英301 樊鎮宇 232
設備組長 陳美雲 105 普高301 黃鳳儀 221
國中部主任 林忠潔 150 普高302 林慧貞 221

實習組長兼應用外語科主任 羅加玫 170 普高303 沈欣恬 221
機電科主任 丁柏淯 173 普高304 謝韻涵 221

電腦中心兼資訊科主任 許文俊 172
普通科主任 梅琪 131 101 王雅品 281

多媒體設計科主任 朱柏齡 171 102 彭橞娟 281
圖書館組長 蘇家慧 710 103 何雅琪 281
圖書館幹事 楊連俊 711 104 許筑雅 281
電腦中心技士 謝勝任 120 105 蕭乃勻 281
設備組技佐 許家源 105 106 林彣璇 282
機電科技佐 175 107 巫佳恩 282

幹事 廖君蕙 102 108 林雅嵐 282
幹事 謝孟婷 102 109 曹淑鈺 283
幹事 袁中樑 113 110 李佳瑾 283
幹事 辜伊馷 112 111 黃鈺芸 283
幹事 李惠華 174

201 柯佳宏 281
學務主任 邱新球 200 202 劉家榛 281
訓育組長 洪雲㛳 201 203 李勁樺 281
體育組長 簡俊彥 205 204 鄭文勛 281
衛生組長 曾玉珍 205 205 邱雅筠 281
和青社社長 黃思敏 241 206 陳怡吟 282

幹事 鄒菊英 203 207 蔡昀錡 282
幹事 劉桂邑 208 208 施昆典 282
幹事 韓正蘭 208 209 林宏昌 283
護士 傅學慈 207 210 張慧玲 283

211 簡世隆 283
主任教官 華國昱 202

生活輔導組長 陸廣銘 203 301 吳家慶 212
教官 郭國泰 204 302 顏靖珊 213
教官 何金霓 204 303 溫雅潔 213

304 謝惠雅 223
輔導主任 許雅鈴 700 305 葉眞妤 223
輔導組長 廖慧君 701 306 范志萍 224
輔導教師 林幸宜 703 307 余奕潔 212
特教教師 蘇謙柔 705 308 黃芝安 213

幹事 張方萓 705 309 鄧梅芳 213
310 陳倩雯 223

總務主任 蕭資謀 300 311 高華雪 224
庶務組長 邱緯堂 303
交通組長 徐格暄 304 專任教師 王章泰 191
出納組長 饒春美 301 專任教師 謝家芸 191
文書組長 廖君怡 305 專任教師 黃凱淋 191

技士 李正義 302 專任教師 白豐源 191
幹事 袁宇姝 301 專任教師 王集均 191
幹事 辛德福 308 代理教師 盧奕文 191

專任教師 王薇琳 192
人事主任 蕭資謀 320 專任教師 梁思梅 192
人事助理員 蘇曉虹 321 專任教師 翁小婷 192

專任教師 陳秋雯 192
會計主任 陳桂宜 350 專任教師 郭泰祿 192
幹    事 謝靜芬 351 專任教師 歐陽心怡 193

專任教師 胡熙珍 193
董事會秘書 葉增枝 360 專任教師 黃智偉 193

專任教師 孫君儀 193
機電101 張秦姍 233 專任教師 劉家崴 193
機電102 李旭鴻 233 專任教師 莊淑琴 194
資訊101 李宛臻 242 專任教師 陳美燕 194
多媒101 王聖雯 224 專任教師 徐清芳 194
應日101 陳清薇 231 專任教師 王詩薇 194
應英101 張秋萍 231 專任教師 陳怡芳 195
普高101 陳蓓蓉 211 專任教師 陳明哲 195
普高102 林青昊 211 代理教師 黃梅琳 196
普高103 徐永彥 211 專任教師 郭瓊文 196
普高104 郭玉坤 211 專任教師 黃郁華 196

專任教師 林于琪 196
機電201 劉育芝 234 專任教師 張嘉淇 196
機電202 鄭昀杰 234 專任教師 孫依琳 197
資訊201 賴宜岑 242 專任教師 劉怡君 197
多媒201 邱婷婉 250 專任教師 黃詩婷 197
應日201 廖倫凱 232 專任教師 吳基源 197
應英201 施怡帆 232 專任教師 柯竺村 198
普高201 鄧春蘭 211 專任教師 許俊偉 198
普高202 阮夏蘭 211 專任教師 楊勝文 198
普高203 張皓 221 專任教師 游詠筌 198
普高204 袁婉禎 221 專任教師 劉鈞銓 199

專任教師 宋曉穎 199
生命講堂310 專任教師 尹子德 199
 福利社335 專任教師 黃淑燕 199

   輔導室                            傳真電話:03-420-5690

專任(代理)教師

   總務處                             傳真電話:03-420-4042

   人事室                             傳真電話:03-420-5695

   會計室                             傳真電話:03-420-4042

警衛室330

董事會辦公室

(高中部)高一導師

(高中部)高二導師

其   他

美術教室164

（國中部）國二導師
  學務處                            傳真電話:03-420-5692

（國中部）國三導師

 108學年度(下)六和高中教職員電話通訊錄

(高中部)高三導師

  教官室                            傳真電話:03-420-5692

校長室    校長專線:03-420-5661    

   教務處                          傳真電話:03-420-5662

（國中部)國一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