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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校內電話分機一覽表 總機:(02)2657-4874 

處 室 職 稱 分機 姓 名 處 室 職 稱 分機 姓 名 處 室       職 稱 分機 姓名 處 室 職 稱 分機 姓 名 

傳達室 
保全員 101 林先生 

圖書館 

主任 271 陳昭安  

校長室 
校長 301 林振雄 

3F 應外 

科辦公 

室 

主任 341 郭慧琪 

     書記 272 蕭百琪 秘書 302 陳銘智 代理教師 342 宋明忠 

值勤室  輪值教官 111  教師兼行政 273 周進文 外包工友 303 陳素貞 代理教師 343 李瑩潔 

總務處 

主任 121 張聖淵    家長會 辦公室 304   教師 344 唐瑜琪 

事務組長 122 黃以恩 網路中
心 

機房 299  

教務處 

主任 311 楊明豐 教師 345 汪寶明 

出納組長 123 吳碧綠  

 

 

 

 

 

 

 

 

 

 

 

 

 

2F 教

師辦

公室

(大

間) 
 

 
 
 
 
 
 
 

 

子三孝導師 222 陳仕芬 教學組長 312 牛暄中 教師 346 林榆真 

文書組長 124 李良貞 教師 223 林和田 教學組幹事 318 簡韋薏 教師  張秀勻 

經營組長 125 蔡明珠 教師 224 張敏哲 註冊組長 313 溫一德 應一孝導師 348 李姵萱 

事務組幹事 126 葉盛佳 教師 225 惠子健 註冊組管理員 310 文增平 冷一孝導師 349 柯定吟 

經營組幹事 127 陳   健 
 

教師 226 徐玉玲 註冊組管理員 317 林佩珊 應三孝導師 350 徐念慈 

 出納組幹事 
 

128 黃保月 機二仁導師 227 李欣儒 設備組長 315 廖耿舜 應二忠導師 351 嚴淑芬 

文書組幹事 129 黃姵璇 資一忠導師 228 蔡韶珊 設備組技士 316 彭仁傑 代理教師 352 李    逸 

經營組技士 130 傅俊翔 教師 229 楊秀鳳 實研組長 335 謝昀臻 教師 353 許家琳 

外包工友    林傳皓  教師 230 杜凱薇 實研組管理員 333 謝孟妤 教師 354 許綺蔚 

人事室 

主任 131 王琳雅 機三孝導師 231 黃旅葳 廣播用 308  教師 355 劉佩鑫 

組員 132 陳秀琴 教師 232 劉宜君 技工 319  應一忠導師 356 邱子容 

助理員 133 丁宇沛 
 

子三忠導師 233 洪慈敏 外包工友  謝宜蓁 應二孝導師 357 方詠秋 

會計室 

主任 141 蘇淑齡 代理教師   234 許琇玲    教師兼行政 358 郭慧琪 

組員 142 李秋利 教師 235 陳奕希    應三忠導師 359 江昀蓉 

佐理員 143 陳玉玲 子二愛導師   236 陳雪君 

 

學務處 

主任 201 謝孟霖 教師 360 李珮瑩 

健康中心 
護理師 151 林育霜 機三忠導師 251 黃千蘭 訓育組長 202 楊宜靜 代理教師 340 蔡曉文 

護理師 152 高儷方 子二仁導師 238 吳雪如  209  

2F 教師

辦公室

(小間) 

教師兼行政 422 陳銘智 

合作社 
經理 174 洪瑞佑 代理教師 239 吳韋霖 訓育組幹事 207  機三仁導師 423 葉眉君 

熱食部 175  教師 240 翁婉珣 體育組長 205 江孟諴 教師兼行政 424 廖耿舜 

冷飲部 176  教師 241 陳亭瑋 體育組幹事 186 廖義中 控一孝導師 425 范如蘋 

特教組 
 

 

教師 103 黃子維 資二仁導師 242 李雅羚 衞生組長 204 洪健華 資一仁導師 428 葉慧玲 

教師 104 鄭文喬 冷二孝導師 243 洪珮雯 衞生組幹事 208 王秀華 教師 429 簡敬洲 

教師 105 吳季芬 代理教師   244 楊筱筠 

 

 

生輔組長 203 郭峻源 代理教師 430 黃雅琪 

教師 106 鄭翔仁 機二愛導師 245 李典匡 生輔組幹事 206 閻永珍 教師 431 羅嘉文 

特教組長 108 林宴如 教師 246 何令儀  169  代理教師 432 詹明儒 

教師 107 黃國龍 資一孝導師 247 蘇之凡 校安人力 

 

 

217 林家和 控三孝導師 435  陳婉嫈 

教師 109 陳維婷 資三仁導師 248 賴文雄 校安人力 

 

210 廖宜葶 代理教師 436 蕭名㛢 

門服二導師 110 張育睿 
 

代理教師 249 蔡素琴    控三忠導師 437 李介立 

門服三忠導師 112 高婕芸 代理教師兼行政   204 洪健華    教師 439 蔡敏璿 

教師 114 蔡馨儀       控二忠導師 440 邱欣心 

資源班召集 115 陳郁婷    

實習處 

主任 321 翁桂松 教師 442 陳琪薇 

門服一導師 116 黃芳翊    實習組長 322 呂宛蓁 教師兼行政 444 洪瑞佑 

代理教師 117 楊瑜潔    就輔組技士 320 洪國峯 教師 445 葛士瑋 

門服三孝導師   118 蘇卉穎    就業輔導組長 323 洪瑞佑    
 幹事 119 梁舜雯 

電機科 

主任 261 陳逸駿 實習組技佐 324 陳榮富    
 樂活小舖   代理教師 262 林義桓 技佐 326 鄭癸蘭    

體育室 

教師兼行政 172 江孟諴 教師兼行政  陳逸駿 技士 327 涂崇斌    

體育二導師 173 劉昱翊 技佐 264 戴景初     
 
 
 
 
控制科 

主任 461 楊國鑫 

教師 182 謝淑芳 機一孝導師 266 胡南亦 
電腦中

心 

組長 314 侯淇健 技佐 462 曾冠倫 

代理教師 183 程伊涵 教師 265 陳俊樺 技士 325 柯秋吉 教師 469 鄭斌用 

教師 184 涂家綸 機一愛導師 267 張善婷    控二孝導師 464 林琮閔 

教師 185 杜承格 機二忠導師 268 陳杰村 

電子科 

主任 361 林政樟 教師 465 謝孟霖 

   教師 269 陳儀文 技士 363 陳麗淑 教師兼行政 466 翁桂松 

代理教師 188 蔡依庭 
 

機一仁導師 281 伍建安 子一仁導師 364 蔡宗育 教師 467 林俊雄 

教師兼行政 189 張聖淵 機一忠導師 282 吳承倫 子一忠導師 365 謝佳宏 教師兼行政 470 楊國鑫 

體育一導師 190 簡水淵 教師 283 邱瑞誠 子一愛導師 366 陳志榮 控一忠導師 473 蕭振昌 

教練 191 李偉正 機三愛導師 
 

284 陳建治 教師 367 賴瓊杏 教師 474 周典緯 

教師 192 邱惠珍 教師 285 蕭名鈞 教師 368 葉燈超 教師 476 劉豐銘 

體育三導師 193 張閔涵 兼課教師 286 謝進發 子二孝導師 370 李月娥    

幹事 186 廖義中 教師 287 石木林 教師 372 蔡銘貴    

運動防護員  林宜靜 教師 288 鄭錦鈞 教師 374 王儒彬    

冷凍科 

主任 161 陳建男 機二孝導師 289 林璟薇 教師兼行政 375 林政樟    

技士 162 吳宗德 代理教師 290 蘇恒生 教師兼行政 376 楊明豐  
 
 
 
 
 

 
資訊科 

主任  黃明超 

教師 158 趙德偉    教師兼行政 377 周進文 教師兼行政 562 黃明超 

教師 163 陳建男    教師 380 陳彥俊 教師兼行政 563 牛暄中 

冷二忠導師 164 黃忠德 

教官室 

主任教官 211 李勇進 
 

教師 382 戴國卿 資二忠導師 564 黃俊翰 

教師 165 陳幸君 教官兼生輔 219 郭峻源 子一孝導師 383 劉國興 資三忠導師 565 孫櫻純 

冷一忠導師 160 陳培基 教官 212 戴坤宏 

 

子三愛導師 384 蔡加禾 資三孝導師 569 林煒閔 

冷三忠導師 170 陳政儒 教官   子三仁導師 387 許弼雄 技佐 570 藍俊凱 

冷三孝導師 
 

171 陳政育 教官 214 逄國輝 教師 388 葉志韋 代理教師 571 朱禹豪 

教師兼行政 159 呂宛蓁 教官 215 吳湘怡    教師兼行政 572 溫一德 

輔導室 

主任 401 程以萱 
 

教官 218 許士甫    教師兼行政 574 陳昭安 

教師 400 湯兆蘭       教師 575 林后鍾 

教師 402 芮德安       教師 576 陳永華 

教師 403 陳昱潔 

 
內湖社大 

辦公室 257   
 

  會議室 
 
 
 

3 樓(第一會議
室) 

399  教師 577 林傳傑 
學校社工師 406 葉曉錚 

 
辦公室 258  4 樓(第二會議

室) 
411  資二孝導師 578 王宛琦 

教師 407 張琦芳    5 樓(第三會 566  教師兼行政 579 侯淇健 

書記 405 張芳衿    5 樓校史室 567   573  

視訊室 4 樓攝影棚       宿舍管理員 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