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室名稱 分機 姓名 分機 姓名 分機 姓名 分機 姓名 分機 姓名 分機 姓名 分機 姓名

校長室 校    長500 蕭慧吟

教務處 教務主任100 李安佩 教學組長101 陳秀貞 註冊組長102 吳欣穎 課發組長103 廖友惠 資訊組長350 陳宗慶（105） 推廣組長106 廖怡佳 教務助理107 陳建宏

學務處 學務主任200 童新峯 生教組長201 胡駿松 訓育組長202 盧姵文 體育組長203 黃明俊 衛生組長204 蔡仲喬 健康中心118.119 易曉吟.徐春花 學務助理205 張登凱

事務組長301 邱富彥 文書幹事303 黃玉華 校務助理306 余西吉（修繕） 事務助理308 蔡蕙君(設備管理)

出納組長302 賴月紅 校務助理305 黃筠珊（電梯卡） 校務助理307 楊秀芬（影印卡） 午餐秘書309 呂秋鳳

輔導處 輔導主任400 陳依雲 輔導組長401 陳昱睿 資料組長402 葉尚雯 特教組長403 蘇瑋婷 社 工 師406 戴天麗 專任輔導405 陳佩琪 輔導助理407 王云慧

幼兒園 幼園主任150 謝欣頤 海 豚 班151 陳若榛.羅佩瑜河 馬 班152 陳婉真.藍筱筑 白 兔 班153 楊佳蓉.李奕賢 綿 羊 班154 謝欣頤.陳思涵.姜心媚 幼兒園廚工155 胡水妹.鄭麗嬌

人事主計 人事主任601 張立昕 主計主任602 江意玲

社綜鄉土(二樓) 109 洪心怡 劉俊一 李怡醇 鄭敏琍 陳彥宏 蔡宜蕙 林暐茹 陳鈺君

資訊科任（二樓） 108 李怡馨

資訊科任（三樓） 350 江建龍 吳昆霖

英語科任(三樓) 360 李靜春 杜政憲 林佳慧 石靜薇 周秀慧 林佳靈 陳伶嘉 張淳涵 廖怡雅.黃翔瑜 呂奉宇.朱詩媛

健體科任(三樓) 370 蕭博仁 周傳傑 許景傑 鄭安捷 張耀升 林崇安 邱冠超 王羿婷

美勞科任(四樓) 450 劉晏蓉 薛海華 陳  德 楊惠珺 賴湘庭

美勞科任(五樓) 740（網路電話） 王貫裕 陳榮輝 陳金泉

自然科任(四樓) 460 楊圳欽 潘淑真 闕鳳英 陳姿光 陳書瑋 陳曼君 許秋燕 王瀚毅

音樂科任(五樓) 550 呂沛森 蔡惠雯 傳明蕙 張維庭 黃煌道

個學班1（一樓） 171 洪郁芬 劉佳瑜

個學班2（二樓） 172 紀柔安 紀沛晴

個學班3（三樓） 173 王振汶 許瓊勻

一樓第1班群 110 101趙夢真 102林素合 103李佳宜

一樓第2班群 120 104林慧娟 105許淑萍 106張愷庭

一樓第3班群 130 107黃桂蘭 108李淑芬 109梁玉菁 110林雅慧

一樓第4班群 140 111張素雲 112李淑玲 113王瓊儀 114吳佩潔

二樓第1班群 210 201朱淑雅 202林芬婉 203呂青峰 204蘇雅芬

二樓第2班群 220 205黃玉幸 206林凱如 207黃春慧 208陳靖媚

二樓第3班群 230 209吳欣純 210洪伊妏 211林碧如 212姚嘉如

二樓第4班群 240 115林心儀 213陳怡靜 214鄧淑佩 215黃冠鳳

三樓第1班群 310 301葉純月 302施欣君 303陳怡君 304莊麗珠

三樓第2班群 320 305林盈君 306顏嘉雯 307黃惠禪 308楊美娟

三樓第3班群 330 309何佳玲 310李岱磬 311林家鳳 312楊淳淳

三樓第4班群 340 603張元鳳 313黃文珊 314黃嬌娥 315魏靜雯

四樓第1班群 410 401林晃旭 402阮素貞 403林佳蓉 404朱大卿

四樓第2班群 420 405謝美玲 406陳昭芬 407林月圓 408李貞儀

四樓第3班群 430 409蔡秀珍 410葉金蓉 411黃嬿樺 412單宛君 實習老師 實習班級

四樓第4班群 440 607劉家蓁 413李佳真 414林惠美 415張雅婷 林姵妏 個學3

五樓第1班群 510 501張杏如 502郭佩俞 503吳冠誼 504楊明君 杜爰瑾 103

五樓第2班群 520 505謝麗卿 506馮信武 507許素芬 508王惟如 沈姿佑 111

五樓第3班群 530 509王皓勇 510葉小玲 511林瓊馨 512梁宏祥 陳宜廷 313

五樓第4班群 540 612羅聖心 613張涵雯 614李心儀 615謝任涵 季柏翰 315

三樓四班群 ★獨立教室 340 601楊朝琴 602陳玉珮 丁振恩 506

四樓四班群 ★獨立教室 440 604朱鄭盟 605郭佳富 606林怡君

五樓四班群 ★獨立教室 540 609陳又華 610黃湘晴 611吳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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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108學年度各處室、教師休息室暨分機分配表

＊總機：89725390     ＊傳真：29748170(總)     ＊請假專線：89725390分機207     ＊校長室專線：29741307     

行

政

辦

公

室

科

任

辦

公

室

★獨立教室515羅勝豐（分機510） ★獨主教室608李怡屏（分機510）

其他教室分機

地下室:

       跆拳道  721

       桌球室  721

       美勞一  722（網路電話）

       美勞二  723（3D教室）（網路電話）

       合作教室724（網路電話）

一  樓:

       警衛室  111（警衛：吳瑞三、張顯宗）

       樂齡教室408

       音樂教室117（網路電話）

       健康中心118、119

二  樓:

       志工隊  710

三  樓:

       圖書館  104

       電2教室 004（網路電話）

       演藝廳中控室730

四  樓:

       圖書館  104 (與3F圖書館共號)

       合作社  600

       家長會  700

五  樓：

       教師會  560

 

◎內線通話:請直撥分機號碼即可。

◎外線通話:請先撥「0」，再撥電話號碼。

◎代接電話:拿起電話，直接連按二次＊＊鍵

◎來電轉接:欲將來電轉接到其他分機時，請先按

「轉送」鍵，再按其分機號碼，即可轉接。

◎網路電話使用方法(三步驟):
一、撥外線 0

二、撥集美國小代碼 901803

三、撥欲找之班級

    範例:一年一班撥打方式：

    拿起網路電話，撥號:0-901803-101

總務處 總務主任300 洪經綸 校務助理306
呂俊昌（修繕）

林金榮（園藝）

★獨立教室513劉興忠（分機410） ★獨立教室514吳佩珊（分機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