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務 姓名 電子郵件

001校長 蕭惠文 shiauween@ntpc.edu.tw

002教務主任 吳春明 cmwu100@ntpc.edu.tw

003學務主任 丁雪華 a1339@ntpc.edu.tw

004總務主任 張育銓 magimei980312@ntpc.edu.tw

005輔導主任 柯若玫 condor@ntpc.edu.tw

006人事主任 楊智明 am1584@ntpc.edu.tw

007主計主任 李惠英 yying0102tw@ntpc.edu.tw

008教學組長 李志榮 johnney2422@ntpc.edu.tw

009註冊組長 朱敏菁 klavachu@ntpc.edu.tw

010設備組長 廖庭翊 a1093@ntpc.edu.tw

011資訊組長 黃少彥 a1179@ntpc.edu.tw

012教務幹事 郭淑芬 karen62923@ntpc.edu.tw

013生教組長 陳俊宏 fx252116@ntpc.edu.tw

014訓育組長 吳欣惠 a1313@ntpc.edu.tw

015衛生組長 許仲逸 damony@ntpc.edu.tw

016體育組長 王俊程 oct1011@ntpc.edu.tw

017事務組長 許詩茜 aprilstar@ntpc.edu.tw

018文書組長 謝宜伶 a1343@ntpc.edu.tw

019出納組長 江素菁 csc0810@ntpc.edu.tw

020總務幹事 張哲源 ah5969@ntpc.edu.tw

021輔導組長 尤慧如 agnes67@ntpc.edu.tw

022資料組長 陳良昇 fuelfull@ntpc.edu.tw

023特教組長 卓正偉 blackie51@ntpc.edu.tw

024專任輔導教師 林紫庭 linziting@ntpc.edu.tw

025心理師 徐葦芸 weiyunhsu@ntpc.edu.tw

026校護 李妍妏 a22858997@ntpc.edu.tw

027校護 陳雅莉 aa22858998@ntpc.edu.tw

028營養師 蘇怡萱 ad6324@ntpc.edu.tw

特教教師 魏淑茵 weigugu@ntpc.edu.tw

特教教師 吳佩諭 orangeyfly@ntpc.edu.tw

特教教師 陳彥州 colt79@ntpc.edu.tw

特教教師 陳玟樺 wunhua@ntpc.edu.tw

特教教師 游燕婷 q9256@ntpc.edu.tw

特教教師 張語璿 coralpink@ntpc.edu.tw

特教教師 范瓊丹 angela1225@ntpc.edu.tw

特教教師 林雅萍 ping110375@ntpc.edu.tw

特教教師 張淳雅 chunya8312@ntpc.edu.tw

特教教師 林紫庭 linziting@ntpc.edu.tw

特教助理員 陳淑瓊 ac570817@ntpc.edu.tw

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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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姓名 電子郵件

101 范姜淑惠 a1046@ntpc.edu.tw

102 邱貞儀 jichou@ntpc.edu.tw

103 陳美月 541116@ntpc.edu.tw

104 陳淑芬 fen1091@ntpc.edu.tw

105 柯怡萍 bluecarolkimo@ntpc.edu.tw

106 李婉瑄 amandineli1401@ntpc.edu.tw

107 江麗君 jean1052@ntpc.edu.tw

108 李定晃 a1177@ntpc.edu.tw

109 陳莉芳 e650720@ntpc.edu.tw

110 黃鈴雅 teacher8008@ntpc.edu.tw

111 姚光琳 ykl036084@ntpc.edu.tw

112 何蕙菁 a1174@ntpc.edu.tw

113 林和帝 hady@ntpc.edu.tw

114 吳婉真 jane@ntpc.edu.tw

201 林怡均 conniebywish@ntpc.edu.tw

202 林奕華 a1338@ntpc.edu.tw

203 李姿蓉 ltj109@ntpc.edu.tw

204 鄭惟葶 amparo79828035@ntpc.edu.tw

205 葉秀怡 joanyeh11200@ntpc.edu.tw

206 楊雅惠 yahuiyang@ntpc.edu.tw

207 許美妍 a1333@ntpc.edu.tw

208 邱惠玲 a1355may64524@ntpc.edu.tw

209 黃藍瑩 yoyo1120@ntpc.edu.tw

210 陳瑟芬 q002023101@ntpc.edu.tw

211 李淳 azushi@ntpc.edu.tw

212 翁湘婷 shiang516522@ntpc.edu.tw

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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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姓名 電子郵件

301 周佳欣 cch8973@ntpc.edu.tw

302 連書儀 a1116@ntpc.edu.tw

303 張瑞玲 v28476033v@ntpc.edu.tw

304 陳雅菁 flowergodgirl@ntpc.edu.tw

305 陳志彬 bingo1109@ntpc.edu.tw

306 呂佩珊 dog2230@ntpc.edu.tw

307 陳淑玲 morning193866@ntpc.edu.tw

308 游嘉玲 night79979@ntpc.edu.tw

309 陳憲民 a1106@ntpc.edu.tw

310 林奕芬 a600304@ntpc.edu.tw

311 黃東陽 schoola1156@ntpc.edu.tw

401 古淑君 a1026@ntpc.edu.tw

402 李瑞梅 a1037@ntpc.edu.tw

403 蔡雅慧 a1178@ntpc.edu.tw

404 艾明光 jeanwu@ntpc.edu.tw

405 陳燕翎 n2269@ntpc.edu.tw

406 蔡福財 fulls0913@ntpc.edu.tw

407 葉淑滿 f9016j8015@ntpc.edu.tw

408 陳姿慧 a1295@ntpc.edu.tw

409 林紋輝 a1378@ntpc.edu.tw

410 林家慶 jachin7@ntpc.edu.tw

411 李佩諭 peiyulee@ntpc.edu.tw

412 呂明芳 m960104@ntpc.edu.tw

413 翁宇婕 a1125@ntpc.edu.tw

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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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姓名 電子郵件

501 張晉源 fr4838@ntpc.edu.tw

502 周光中 thejoetw@ntpc.edu.tw

503 唐美玲 l22012840331@ntpc.edu.tw

504 林文通 a1304@ntpc.edu.tw

505 方俊童 a1277@ntpc.edu.tw

506 朱瑞龍 drew1997624@ntpc.edu.tw

507 胡銘君 flyinghuhu@ntpc.edu.tw

508 廖金亭 a1233@ntpc.edu.tw

509 顏裕豐 a1416@ntpc.edu.tw

510 郭育志 a1185@ntpc.edu.tw

511 江信宏 astley99@ntpc.edu.tw

512 蔡昇樺 alextsai@ntpc.edu.tw

513 劉文正 20100513@ntpc.edu.tw

514 方佳琪 fang3028@ntpc.edu.tw

601 洪靉婷 a1362@ntpc.edu.tw

602 李建良 grant65606@ntpc.edu.tw

603 江協隆 a1363@ntpc.edu.tw

604 高藝芳 spg1101@ntpc.edu.tw

605 曾鼎堯 916116183cba@ntpc.edu.tw

606 范瓊月 a97238@ntpc.edu.tw

607 王怡然 a1183@ntpc.edu.tw

608 陳秀蘭 a1030@ntpc.edu.tw

609 陳意清 a1138@ntpc.edu.tw

610 孫奕中 sun1114780@ntpc.edu.tw

611 黃瓊瑩 a1027@ntpc.edu.tw

612 蘇天佑 sue0722@ntpc.edu.tw

613 陳興龍 a1158@ntpc.edu.tw

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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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姓名 電子郵件

科01 林禾康 hekanglin@ntpc.edu.tw

科02 鄭琤妮 a28476373@ntpc.edu.tw

科03 江芳華 cfdilys@ntpc.edu.tw

科04 劉永泰 e1111a@ntpc.edu.tw

科05 何洲源 th3@ntpc.edu.tw

科06 林佳佩 ifree@ntpc.edu.tw

科07 李年福 hiphop2042520@ntpc.edu.tw

科08 邱茂正 ajchiou@ntpc.edu.tw

科09 吳茹萍 a1388@ntpc.edu.tw

科10 林月玉 emma0710@ntpc.edu.tw

科11 鄭燕玉 a1392@ntpc.edu.tw

科12 陳淑慧 a1274@ntpc.edu.tw

科13 郭騰展 kuojack@ntpc.edu.tw

科14 張孁之 wini1979@ntpc.edu.tw

科15 呂惠雯 mikimina@ntpc.edu.tw

科16 許姿婷 tzutinghsu@ntpc.edu.tw

科17 張憶如 juneagreeruby@ntpc.edu.tw

科18 林志成 a1275@ntpc.edu.tw

科19 劉淑丹 danmail1201@ntpc.edu.tw

科20 解貴子 22889907@ntpc.edu.tw

科21 曾國禎 lpp225school@ntpc.edu.tw

科22 陳杏怡 schoola1316@ntpc.edu.tw

科23 吳靜芬 a1145@ntpc.edu.tw

科24 蔡菁芳 chingfangtsai@ntpc.edu.tw

科25 施崇蓓 bbeettyy10@ntpc.edu.tw

科26 陳怡君 bubblewhite@ntpc.edu.tw

科27 胡亦瑄 shuan805@ntpc.edu.tw

科28 陳沛良 a1061@ntpc.edu.tw

科29 林培欽 r162162@ntpc.edu.tw

科30 蔡溪圳 a12051312@ntpc.edu.tw

科31 李元凱 a1131@ntpc.edu.tw

科32 邱奕維 a1364@ntpc.edu.tw

科33 吳榮展 pisces6688@ntpc.edu.tw

科34 陳猷貿 v11041808@ntpc.edu.tw

科35 鄭福祥 tombear23@ntpc.edu.tw

科36 徐家安 ww5534857@ntpc.edu.tw

科37 黃柏維 wei0970@ntpc.edu.tw

科38 王唯丞 wang1cs2000@ntpc.edu.tw

科39 李明冠 mingquan@ntpc.edu.tw

科任教師

mailto:hekanglin@ntpc.edu.tw
mailto:th3@ntpc.edu.tw
mailto:ifree@ntpc.edu.tw
mailto:hiphop2042520@ntpc.edu.tw
mailto:ajchiou@ntpc.edu.tw
mailto:wini1979@ntpc.edu.tw
mailto:tzutinghsu@ntpc.edu.tw
mailto:juneagreeruby@ntpc.edu.tw
mailto:danmail1201@ntpc.edu.tw
mailto:lpp225school@ntpc.edu.tw
mailto:schoola1316@ntpc.edu.tw
mailto:bbeettyy10@ntpc.edu.tw
mailto:bubblewhite@ntpc.edu.tw
mailto:shuan805@ntpc.edu.tw
mailto:ww5534857@ntpc.edu.tw
mailto:wei0970@ntpc.edu.tw
mailto:wang1cs2000@ntpc.edu.tw
mailto:mingquan@ntpc.edu.tw


幼兒園主任 李佳玲 jolly@ntpc.edu.tw

教保組長 吳曉雯 wusakura@ntpc.edu.tw

幼兒園教師 廖香玲 lsl19@ntpc.edu.tw

幼兒園教師 郭季安 viviankuo128@ntpc.edu.tw

教保員 周家儀 c41935@ntpc.edu.tw

教保員 陳雅馨 yasin201080@ntpc.edu.tw

教保員 許素蓉 rong28133458@ntpc.edu.tw

教保員 施曉憶 ivy2498@ntpc.edu.tw

教保員 高敏惠 purpleforsky@ntpc.edu.tw

教保員 陳怡君 yes0917yes@ntpc.edu.tw

附幼廚工 吳莉菲 coffee5080@ntpc.edu.tw

附幼廚工 蔡緯齡 weiling983238@ntpc.edu.tw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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