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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縣市政府科長通訊錄 

縣市  科/科別  姓名  職稱  聯絡電話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第一科  羅清雲  科長  04‐37061100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第二科  王鳳鶯  科長  04‐37061200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第三科  韓春樹  科長  04‐37061300 

新北市政府  特殊教育科  歐人豪  科長  02‐29667317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高中及國中教

育科 
李訓智  科長 

市話或手機直接撥打

1999（外縣市請撥

02‐27208889）後轉分

機 6359 

臺中市政府  中等教育科  蔡文煉  科長  04‐22289111*54201 

臺中市政府  國小教育科  林琬琪  科長  04‐22289111*54301 

臺南市政府  中等教育科  顏妙如  科長  06-3901220 
臺南市政府  中等教育科  許婉馨  股長  06-3901251 
臺南市政府  國小教育科  劉秀芬  科長  06-3901227 
臺南市政府  國小教育科  蘇美華  股長  06-3901243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中職 

教育科 
游淑惠  科長  07‐3373116 

宜蘭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林郁欣  科長 
03‐9251000*1411、

1410 

桃園縣政府  中等教育科 劉廉法  科長  03‐3322101*7421 

桃園縣政府  國小教育科 林淑芬  科長  03‐3322101*7501 

新竹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李國祿  科長  03‐5518101*2810 

苗栗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邱華斐  科長  037‐325217 

彰化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蔡孟愷  科長  04‐7222151*0421 

南投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陳振義  科長  049‐2231730 

雲林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黃淑真  科長  05‐5351216 

嘉義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李美華  科長  05‐3620123#306 

屏東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李達平  科長 
08‐7320415*3610 
08‐7342380 

臺東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陳家慶  科長 
089‐324990 
089‐322002 

花蓮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曾若玫  科長(代理) 03‐8462860#229 

澎湖縣政府  國民教育科  莊華州  科長  06‐9274400*272 

基隆市政府  特教科  陳淑貞  科長  02‐24301505*65 

新竹市政府  學務管理科  黃玉梅  科長  03‐5248168 

嘉義市政府  學務管理科  林喜信  科長  05‐2254321*359 

金門縣政府  學務管理課  謝惠婷  課長  082‐325630‐1 

連江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陳麗如  科長  0836‐25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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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縣市政府認輔承辦人通訊錄 

縣市  科/科別  姓名  職稱  聯絡電話  業務別 

教育部中

部辦公室 
第二科  劉于菱  商借教師 04‐37061225  高中輔導 

教育部中

部辦公室 
第三科  池婉華  科員  04‐37061323  高職輔導 

新北市政府  特殊教育科  陳褘穎  科員  02‐29603456*2672 輔導 

臺北市政

府教育局 

高中及國中

教育科 
黃榮明  科員 

市話或手機直接撥打

1999（外縣市請撥

02‐27208889）後轉分機

6360 

國中輔導 

臺中市政府  中等教育科  林大欽  候用校長 04‐22289111*54209  中輟/生命/輔導 

臺中市政府  國小教育科  謝政隆  候用校長 04‐22289111*54308  性平/輔導 

臺南市政府  學務管理科  王冠智  科員  06‐3901253  輔導/中輟 

臺南市政府  國小教育科  黃奕閔  教師  06‐2991111*8548  輔導/性平/生命/中輟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高中職教育科  金尚屏  專員  07-3373116 生命教育/輔導團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吳文靜  專員  07-3373119 學生輔導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高中職教育科  許嘉晃  股長  07-3373116 生命教育/輔導團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楊檉楷 股長  07-3373119 學生輔導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高中職教育科  楊世傳  教師  07-3373116 

生命教育/ 

輔導團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林黛玲 助理員  07-3373119 學生輔導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蕭瑞玲 輔導員  07-3373119 學生輔導 

宜蘭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王奕增  調用教師
03‐9251000*1411、

1412 
輔導/中輟 

桃園縣政府  特幼科  王馨羚  科員  03‐3322101‐7585  輔導教師 

桃園縣政府  中等教育科  劉衿華  借調教師 03‐3322101‐7524  中輟/學生輔導/生命 

新竹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范瑞祝  候用校長 03‐5518101*2815  輔導/性平/生命 

苗栗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林育伸  課程督學 037‐559686  學生事務/輔導/生命教育

彰化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郭佳音  科員  04‐7222151*0423  輔導/中輟 

南投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蔣青翰 
教師兼輔

導員 
049‐2231730  性平/生命/中輟/輔導 

雲林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丁麗美  輔導員 05-5522406  學生輔導  

嘉義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邱月櫻  科員  05‐3620123*306  學輔/中輟 

屏東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吳瑾鈺  教師  08‐7320415*3612  輔導/性平 

花蓮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邱毓婷 科員 03‐8462860*223 中輟/輔導 

澎湖縣政府  國民教育科  閻怡心  科員  069274400*519  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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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科/科別  姓名  職稱  聯絡電話  業務別 

基隆市政府  特教科  蔡祥麟    24301505-67*507 學生輔導 

新竹市政府 學務管理科  莊麗卿  借調教師 03‐5216121*278  輔導/性平/生命/學務 
嘉義市政府  學務管理科  劉惠玲  輔導員  05‐2254321*359  輔導 

金門縣政府  學務管理課  陳怡靜  課員  082‐325630‐1  學輔 

連江縣政府  學務管理科  陳學中  支援教師 0836‐25171#27  學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