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群別

701 702
教務主任 教學組 教研組 註冊組 試務組 設備組 課發組 特教組 學習輔導
林主任 張組長 江組長 陳組長 龔組長 許組長 王組長 張組長 特教中心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833
教學組 註冊組 註冊組 教學組 油印室 協助行政 協助老師 協行專任 專案助理
周幹事 李小姐(高) 林小姐(國) 蘇小姐 郭小姐 徐老師 賴老師 劉老師 林小姐

834 835 836 837 828 862 865 865 719
學務主任 主任教官 訓育組 生輔組 體育組 生教組 衛生組 社團組 協助行政
高主任 黃主任 林組長 薛教官 周組長 吳組長 莊組長 蔡組長 張老師

720 808 721 838 726 867 728 829 727
教官 教官 學    生 幹事 工友 行政助理 協行老師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姚教官 邱教官 請假專線 何先生 賴小姐 王小姐 袁老師 陳小姐 張小姐
723 724 725 747 722 725 721 888 889

總務主任 事務組 出納組 文書組 幹事 幹事 幹事 技工 檔案室
李主任 蔡組長 鄒組長 張組長 蔡小姐 劉小姐 吳小姐 何小姐 文書

730 731 732 733 806 735 737 736 734
行政助理 技工 實踐1樓 集乳室 會計主任 會計佐理 會計佐理

曾小姐 何先生 儲藏室 謝主任 邱小姐 曾小姐
738 739 853 827 770 771 772

輔導主任 輔導組 資料組 生涯發展 諮商中心 工友
蕭主任 余組長 陳組長 紀組長 吳老師、陳老師 張小姐

740 741 742 741  742 744、745 743
補校主任 補校教務 補校訓輔 補校約僱 人事主任 人事助理 人事助理

邱主任 楊組長 尤組長 張先生 張主任 卓小姐 陳小姐
750 751 752 753 760 761 762

樸學樓3F 樸學樓3F 樸學樓3F 樸學樓3F 樸學樓3F 樸學3樓 樸學4樓
陳主任 郭小姐 創課教室 機電整合教室 生活科技教室 生科教室(右) 生科教室(高)

794 881 344 800 252 854 816
圖書館主任 讀者服務 資訊組 管理員(2F) B1 一  樓 四  樓 四  樓 六  樓

曾主任 張組長 陳組長 張先生785 自習室 會議室 簡報 視聽中心 會議室
780 781 782 櫃台783 868 786 787 880 788

國   一 國   二 國   三 午秘 營養師
導師室 導師室 導師室 江祕書 徐小姐

791   885 792   886 793   887 855 857
國中(東) 國中(西) 樸學4樓 體育室 器材室 力行樓(後) 力行樓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美術 (國) 美術 (高)
796  896 797  895 795 757 758 253 819

行  政 樸 學 樓4樓 圖 書 館5樓 成 功 2樓 成功2樓 力行1樓 力行1樓
電腦室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1 電腦教室2 生科教室 CEO教室

801 803 804 802 805  255 256 258
國中生物 國二理化 國三理化 高中生物 高中物理 高中化學 樸學4樓左 樸學樓B1右 樸學樓B1左

樸學2樓 樸學2樓 音樂杜老師 音樂尹老師 音樂林老師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59 817 818

成功樓B1 成功樓B1 成功樓B1 成功3樓 樸學樓4F 樸學樓5F 樸學樓5F 樸學樓5F 樸學樓5F
專科1 專科2 專科3 表藝教室 未來工程 創客教室 資優分組1 CSI 資優分組2
851 852 853 510 250 257 118 831 119

前  門 後  門 樸學樓 樸學樓 棒球隊 棒球隊 棒球隊
守衛室 守衛室 消合社 消合社 二樓宿舍 三樓宿舍 教練宿舍

766 777 866 877 820 821 822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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