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恆毅中學 108(1)學年度各辦公室(單位)分機一覽表 108.10.01版 

董事會 校長室&秘書室 人事室 會計室 

董事會秘書:廖振華 132 校  長: 陳海鵬 100 

秘書室: 謝怡靜 107 

  組員: 鄭楙築 109、江菁晏 108  

人事室主任:曹錦松 150 

人室室助理:詹坤志 151 

會計主任:蕭毓成 160 

會計佐理:林雅鳳 161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處 

教務主任:杜天佐 (110) 

教學組長:洪琮閔 (111) 

    組員:朱森堯 (112) 

         鄭玟慧 (113) 

實研組長:呂懿程 (191)  

    組員:楊淑美 (192) 

設備組長:伍宏麟 (181) 

    組員:謝宜芳 (186) 

        :許祐熏 (187) 

註冊組長:江杰霖 (115) 

    組員: 黃筱珊(116) 

學務主任: 賴玉菁 (120) 

教 官 室: 楊漢傑 (197) 

生輔組長: 劉靜玫 (124) 

    組員: 楊茵伃 (123) 

生教組長: 鍾建安 (122) 

訓育組長: 洪金水 (121) 

    組員: 蕭立銘 (198) 

體衛組長: 楊玉妃 (129) 

    組員: 潘佳秀 (125) 

健康中心: 涂美恩 (126) 

總務主任: 洪志旻 (130) 

庶務組長: 廖振華 (132) 

    組員: 林春枝 (133) 

          張芳琪 (134) 

出 納 組: 李翊真 (131) 

文 書 組: 黃  薇 (106) 

工 友 室: (324)內線 

程斯定、葉慶德、林鴻文、 

董慶隆(電) 

警衛室(前)   (555) 

輔導主任: 張吉勝(140) 

輔導處老師:  

許婷婷(141) 張令宜(143) 

劉雅文(142) 陳湘筑(2786) 

許惠芳(144) 

生命教育中心 

組長: 洪淑貞(170) 

組員: 蔡毓汝 (171)原 2716 停用) 

      謝仲修 (2766)         

范若望樓(圖書館) 范若望樓(電腦教室/實驗室) 會議室 其它 

圖書館 B1: 

     主任:陳志忠(118) 

     館員:陳青宜(117) 

電腦教室:  

(一) 2182 伍宏麟 

(二) 2183 林奕光  

(三) 2184 楊瑩華 

實驗室: 許祐熏( 311 ) 

若石 B1: 大會議室(300) 

                   

主徒會辦公室 (136) 

活 動 中 心  (333) 

教  師  會   (316)    

廚      房   (504) 內線 

游  泳  池 02-89912954 (509)內線 

校園補給站 02-29910393 

美  髮  部 02-29962336 

 

忠孝 1F 會議室:(305) 

教師辦公室  類別 班級導師&教師(◆年級導師、室長:黃底紅字) 

仁 愛 樓 3F  專任老師 
2720吳其昌、2794張水錦、2767章娟梅、2749彭穎聖、2769陳政宏、2768劉長榮 

2764卓國基、2774張明軒、2731陳美橙、2703 洪菱憶、2745鄒立莉、2790羅琦強 

和 平 樓 2F  
國三導師 

○智2727許瀞文 ○義2705黃麗燕 ○勇2755古玉鳳 ○節2184楊瑩華 ○信2741葉寶霞 ○望2711張智菱 

○愛2743陳國元 ○真2722洪明秋 ○善2748謝慧禎 ○美2765陳瑞雲 ○聖2742王琇卉 

高一導師 ○智2700徐文彩 ○義2701洪令娟 ○勇2733 江佳宣 ○節2771陳偉弘 ○信2708羅美枝 ○望2734莊明輝 

信 義 樓 3F  
國二導師 

○智2721吳惠晏 ○義2785李幸育 ○勇2709吳蓁庭 ○節2728黃淑華 ○信2704左玲玲 

○望2726林志銘 ○愛2718林錦鈴 ○真2724許文禎 ○善2779曾素芬 ○美2756呂佩樺  

專任老師 2732高崇平 

信 義 樓 1F  
國一導師 

○智2723張文潔 ○義2712潘伊莉 ○勇2740劉人儀 ○節2715張馨文 ○信李鵑翔 ○望2739李冠臻 

○愛2793陳伯年 ○真2730江幸玲 ○善2706陳麗華 

專任老師 ◆2750金淑洹、2800楊子召(兼)  

和 平 樓 4F  高三導師 
○智2738楊濟銘 ○義2775劉輝強 ○勇2757李東原 ○節2751陶慧君 ○信2717馮台筠 

○望2770鄭秀玫  

若 石 樓 2F  

高二導師 
○智2710張玉玫 ○義2746溫旺盛 ○勇2758賴勇先 ○節2773羅欣予 ○信2754林秉翰  

○望2776吳佳紋 

專任老師 
◆2763陳麗惠、2702秦培真、2761陳宗乞、2736卓立民、2725許真妙 、2737張盛松 

2747劉政宏、2707吳斯勤(兼) 

范若望 4F  
音樂/資訊 

專任老師 
2782林怡伶、2783唐沁文、2183林奕光、2184楊瑩華 

恆毅樓 B1 

(藝能科辦公室) 
 專任老師 2784張莉君、2787張力仁、2806劉雅文、2788張筱青 

信義樓 B1 

(藝能科辦公室) 
 專任老師 2786陳湘筑 

若石樓 1F 

(若石 103) 
 

體育老師 

辦公室 
2777李鵑翔(國一信導師)、2781胡文章、2778陳有村、2780潘佳秀(學務處)、2779曾素芬(國二善導師) 

                                                                                              庶務組 108.10.01 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