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 107 學年度電話分機代號配置表】      107.9.3 製 

行政 800—899 

班級分機 
66 

101—111 401—411 學校代表號 22838815 

教休 680—690 201—210 501—512 學校傳真 22891274 

科任 650—679 301—310 601—612              輔導處傳真 28488974 

科任 691—699 特教 641—646                  幼兒園 28477447 
 

處室別 分機 職    別 人    員 處室別 分機 職別  / 科任教室 人     員 

校長室 888 校長 陳志哲 人事室 850 人事主任 楊姍玫 

教務處 

810 教務主任 陳昭宏 會計室 860 會計主任 張翠馨 

811 教學組 楊莉芃 
   

861 117 合作社(販賣部)  

812 註冊組 李湘琦 862 哺集乳室(2棟4樓)  

817 設備組(圖書室) 沈明德、陳瑩如 687 好客館 

幼兒園 

870 辦公室 875 斑馬班(5棟2樓) 

853 設備組(教務處) 沈明德 871 蘋果班(5棟1樓) 876 白雲班(4 中2樓) 

813/818 資訊中心/資訊維修室 賓志偉 872 櫻桃班(5棟1樓) 877 彩虹班(5棟3樓) 

819 資訊組(教務處) 賓志偉 873 草莓班(4棟1樓) 878 太陽班(5棟3樓) 

814 圖書室 圖書室志工 874 綿羊班(5棟2樓) 879 健康中心(4棟1樓) 

815 彩虹屋 863 鹿卡屋 謝姵瑄、高子卿、吳蓓茹、蔡鳳英、吳寶珍、賴思妤、吳嘉專、黃

純玲、林姿伃、王涵、陳麗芬、石竹君、李孟琪、陳冠瑜、莊惠梅、

邱霈晴、蘇念雪、陳秀珠、郭昱嫻、蘇惠玲、鄭雅云、馮雅卿 

816 視聽教室  

866 課務排代 吳虹芝 

學務處 

820 學務主任 林靜怡 
警衛室 

800 警衛室/總機 陳海煌、吳俊雄 

821 生教組 蔡昀珊 801 警衛備勤室 陳海煌、吳俊雄 

822 訓育組 李昀儒  650 B101 多功能教室 楊莉芃、吳虹芝 

823 體育組 林家暐  651 B102 自然教室 林錦華 

824、119 健康中心 楊淑雯、鄭以婷  652 B103 自然教室 辜憶昌 

825 衛生組 郭育伶  653 B104-a 藝文教室 劉易蟬 

826 中廚服務室 621 廣播室 地下室 654 B104-b 自然教室 施佳君 

827 舞蹈教室 865 體育器材室 科任教室 655 B105 音樂教室 羅欣雅 

828 棒棒堂(3 棟/B1 桌球教室) 854 妙妙屋(4 棟/B1)  656 B106-a 多功能教室 張榕穎 

852 健身房(2 棟/B1 體育教室)         657 B106-b 健體教室 許耿彬 

總務處 

830 總務主任 李邦忠  658 B107 藝文教室 朱晴白 

831 事務組 吳芝美  662 B112 美勞教室 鄭博文 

832 出納組 蕭慧選  663 130 音樂教室 徐碧葵 

833 文書組 林錦華  664 131 音樂教室 魏佳瑩 

834 幹事 陳貞慧  665 132 陶藝教室 葉慧琪 

835 印刷室  吳環鳳、朱素卿  695 331 音樂教室 翁培青 673 431 英語教室 王淑玲 

836 地下室修繕室（一） 陳建輝 新棟 666 334 自然教室 陳秀蕙 674 432 英語教室 陳姿秀 

837 地下室修繕室（二） 陳仲觀 科任教室 667 335 自然教室 林信忠 675 433 英語教室 郭美枝 

851 工作室(校長室旁)   668 434 自然教室 蔡淑茹 696 501 英語教室 蔣銘秋 

838 演藝廳 839 校史室/家長會  669 435 自然教室 張霙秀 692 502 英語教室 許晉瑋 

 840 輔導主任 丁贊仁 844 行政助理  670 504 自然教室 徐玉珠 694 332 英語教室 蕭彩虹 

 841 輔導組 林吟琪 846 星星屋（諮商室）  671 505 美勞教室 柯巧惠 864 333 英語教室 楊苔菁 

 842 特教組 吳炫達 855 太陽的家(4 棟/4F)  693 503 社會教室 劉立智    

輔導處 843 資料組 施佳君 847 志工室  313 301 社會教室 曾瑩如 413 401 閩語教室 黃茹琴 

 845 專輔老師 程詩嵐 科任教室 676 電腦教室(一) 賴新田 427 427 創客教室  

 848 心理師 陳維志  677 電腦教室(二) 黃琦芬 678 語言教室  

 641 特教班  647 生活自理室 陳虹儒、吳雨芯、曾雯穗、馬廣智  
428 

包志強、魏利真、鹿秉年、劉金花、陳春梅、陳玉美、 

停秀玲、杜英花、蔡美媛  642 潛能開發班教室(1) 陳畇蓉、簡福成 原民中心 

特教 643 潛能開發班辦公室 陳畇蓉、謝青蘭、周珮如、陳佩詩  429 會議室   

 644 潛能開發班教室(2) 謝青蘭、陳佩詩 、簡福成 
輔諮中心 

672 封開季、黃德賢、錢雅婷、陳珮蓉、曾淑慧 

 645 特教專業服務室 周珮如 646 知動教室 856 綠光屋(1 中/3F) 

【加密分機號：各教休室，各學年主任教室，教師會辦公室，103，106，404，503，607，652（B103自然教室），655（B105音樂教室），663

（130音樂教室），864（333英語教室），674（432英語教室），693（503英語教室）】 

煩請協助確認分機資料及測試電話功能，核對後請簽名：       

分機 教休室   年級 人           員  

683 一棟三樓 教師會 李東霖 

681 三棟一樓 一年級 
101 戴韋怜、102 池昱諪、103 鍾秀媛、104 蔣宜窈、105 蔡季蓓、106 王彩芬、107 楊慧美、108 丁符原、109 黃郁然、110 莊麗燕、

111 徐逢璟 

682 三棟二樓 二年級 201 粘育瑋、202 林靜虹、203 陳秀玲、204 林芳玉、205 曾建盛、206 謝玉雯、207 徐和暖、208 黃茜瑜、209 林郁靜、210 白麗芬 

683 一棟三樓 三年級 301 吳科默、302 周明慧、303 林玉燕、304 黃儀瑄、305 李東霖、306 杜拓亨、307 游惠玲、308 翁國軒、309 陳悅芬、310 吳志柔 

684 二棟四樓 四年級 
401 陳建義、402 陳俊智、403 廖柔禎、404 蔡元偉、405 張毓儒、406 魏禎慧、407 李卓偉、408 蔡淑秋、409 李明峰、410 許正凡、

411 吳佩玲 

685 三棟四樓 五年級 
501 游淑卉、502 陳佳琳、503 澎瑞宏、504 周金城、505 王力中、506 蔡芳錦、507 許莉苓、508 陳冠名、509 劉靜宜、510 陳冠宇、

511 黃秀琴、512 李玉惠 

686 三棟三樓 六年級 
601 周孟村、602 莊麗萍、603 彭建中、604 劉立珍、605 李肇雲、606 林文娟、607 林玟伶、608 王金玲、609 林桂誼、610 郭麗君、

611 陳蕙蘭、612 李淑芬 

688 三中一樓 科任老師 蔡雅怡、洪朱璋、林慶勝、許耿彬、謝炫瑜、林冠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