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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張伯瑲 教務主任 黃韻亘 學務主任 何姿香 總務主任 葉耀嶸 輔導主任 江崇男 幼園主任 鄭雅莉

主計主任 黃蓮美 教學組長 陳慶璋 生教組長 蔡志明 事務組長 黃慧琳 輔導組長 邵雅卿 幼教教師 陳麗鴻

人事主任 李天卉 註冊組長 溫美文 衛生組長 吳正義 出納組長 趙千慧 資料組長 湯麗文 幼教教師 林怡君

護理師 洪美雪 設備組長 張文星 訓育組長 程汶葦 文書組長 陳璧涵 特教組長 林芝嫻 幼教教師 張品羚

護理師 陳瑛詩 資訊組長 郭旗雄 體育組長 李佳盈 幹  事 鍾馨儀 專任輔導 周愉婷 教保員 宋昀臻

圖館管理 張苡慧 泳池管理 楊仁傑 專任輔導 施妙靜

101 黃琬婷 201 陳筠麗 301 姚怡寧 401 張馨 501 黃明慧 601 邱嘉玲

102 王妤苓 202 林小坪 302 萬旬容 402 姜玫芸 502 鄧嶽銓 602 周玉青

103 趙家馨 203 蕭玠如 303 徐浩展 403 許家綺 503 張瑜珊 603 劉育妏

104 陳雅莉 204 周式珍 304 王永琪 404 劉映彤 504 林秋凱 604 薛智元

105 趙予彤 205 王淑椿 305 陳叔宏 405 徐玉萍 505 劉雅婷 605 吳方馨

106 蕭秀英 206 李育庭 306 呂億如 406 謝宜璉 506 林仁誠 606 陳詩雨

107 蔡雅姿 207 李禹蒨 307 陳函瑜 407 梁惠華 507 沈名洲 607 嚴淑惠

108 陳柔蓁 208 張明秋 308 陳淑鈴 408 李孟真 508 陳苾文 608 蔡宛伶

109 賈佩麟 209 吳易書 309 蘇彥誠 409 陳品臻 509 陳妍蓁 609 何怡嫻

110 趙于甯 210 黃麗如 310 莊秀卿 410 高敏慧 510 彭筠軫 610 王詩婷

111 姚惠菁 211 洪玉芬 311 林秀枝 411 夏婉娟 511 黃奧堤 611 魏秀如

112 林芙美 212 楊淑雯 312 王予涓 412 詹淑梅 512 李貞穎 612 黃國維

113 林俐娟 213 蔡瓊慧 313 劉芃妮 413 陳怡璇 513 黃詩蘋 613 吳咏芯

114 蔡雅芬 214 翁冠婷 314 羅  翎 414 黃怡菁 514 鄭佩虹 614 邱品甄

115 王慧娟 215 蔡夙眉 315 詹光華 415 王秋玲 615 何貞蓁

116 郭毓庭 216 林淑珮 316 楊貴琦 416 林文姜 616 余燕玲

217 張淑媚 317 陳月秋 417 黃  卉 617 林玟綺

318 傅薏靜 618 孫子喬

319 邱苑琪 619 林淨瑜

英語 周珊君 王玉貞 陳依萱 程桂蘭 李淑玲 李沛穎 劉千慈 申  偉 黃湘庭 陳孟葶 賴冠臻

英語 胡文蓮 王淑君

自然 吳良彥 李銘仁 黃俊琪 林瑞倫 廖永貴 黃聖吉 江錦鳳 王怡丹 林淑鳳

健體 陳羽安 顏瑞榮 吳映蓁 賴胤瑋 林秉諺 陳家禾 韓政儀 陳楷仁 孟盈秀

音樂 劉安琪 洪亞琪 徐華里 李家菁 劉佩芝 潘珮綺 游泳 呂彗美 張琇雲

美勞 王文進 林奇賢 楊彝安 林士哲 林佩玉 黃健智 書法 吳勝揚 王春蘭

電腦 丁文鋒 黃詠傑 吳承融 資源班 章怡真 林倍誠 簡竹君 傅業君

社會 王筠嵐 呂慧芬 江鳴凱 蕭淑惠 客家語 陳碧媛

職工 許淑燕 黃秀雪 吳登俊 徐如旻 李宏基 洪清友 警衛 鄭安川 游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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