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地點 責任區域 輔導老師 級任老師

301 北棟教室1樓 健康中心及走廊、洗手台 賴玟伺 黃玉惠

301 北棟教室1樓 圖書室、故事屋及室外走道、洗手台 徐嘉旻 黃玉惠

301 大松樹下
大松樹下(以司令台中心點為界)以西至學務處前之

石階與透水磚地面
胡東寶 黃玉惠

302 大松樹下
大松樹下(以司令台中心點為界)以東至游泳池前之

石階與透水磚地面
戴煖妮 梁宇傑

302 北棟教室1樓
知動教室旁往北棟教室後面之通道、階梯、往地下

室樓梯
黃楷茹 梁宇傑

302 北棟教室 韻律教室 黃楷茹 梁宇傑

302 活動中心南邊樓梯 由地下室起至5樓之樓梯、樓梯間、平台 楊敏治 梁宇傑

303 活動中心北邊樓梯 由地下室起至5樓之樓梯、樓梯間、平台 簡偉娟 賴雅馨

303 活動中心1樓 幼稚園教室走廊及幼稚園大門前空地 賴姵妤 賴雅馨

303 活動中心1樓
美勞教室1、2外走廊及活動中心1樓走廊，及往操

場之階梯 (含殘障坡道)
謝宛蓁 賴雅馨

304 北棟教室中間樓梯
B1交通安全教室門口樓梯至4樓之樓梯、樓梯間、

平台
丁螢彩 丁俊佑

304 北棟教室1樓
自知動教室、潛能班至東側廁所等室外走廊、洗手

台、花圃
簡誌君 丁俊佑

304 北棟教室1樓後面 教材園(中間樓梯往西至西側圍牆間花圃、走道) 王藝霖 丁俊佑

305 北棟教室1樓東側 游泳池北側躲避球場及花圃 徐小茹 簡淑真

305 北棟教室1樓後面 溜冰場(含外側空地、水泥通道) 展恩加 簡淑真

306 游泳池 游泳池外走道，藝術走廊門前石階、走道 曾美淑 吳芷芳

306 北棟教室東邊樓梯 B1桌球教室至4樓半之樓梯、樓梯間、平台 林秋韻 吳芷芳

306 游泳池北側 靠北棟教室之階梯與水泥地、花圃及跳遠場 徐小茹 吳芷芳

401 北棟教室西側樓梯 B1木工房門口樓梯至3樓之樓梯、樓梯間、平台 林祐歆 林志賢

401 北棟教室4樓東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廖珮妗 林志賢

402 北棟教室3樓西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含廁所外及空中走廊) 鍾蕙優 洪慧玲

402 校園北側門內 北側門至力行樓2樓空中走道下之空地、花圃 李婉鈴 洪慧玲

403 力行樓3樓北側 樓梯口之洗手台與台前空地 陳采妍 劉文心

403 力行樓3樓北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陳采妍 劉文心

403 力行樓1樓
教務處走廊往北至北側廁所前之走道及三座階梯(含

無障礙坡道)
郭麗如 劉文心

404 力行樓1樓北側 男廁所、女廁所、殘障用廁所、走廊通道 吳佾書 鄭淑媛

404 力行樓1樓
川堂地面與往操場、校門之三座階梯(含接操場的水

泥地)
警衛 鄭淑媛

405 力行樓1樓 人事室走廊往南至南側廁所前之走道及二座階梯 郭麗如 蔣東廷

405 力行樓2樓南側 茶水間以及走廊通道 陳映伶 蔣東廷

405 力行樓2樓南側 男廁所、女廁所 陳映伶 蔣東廷

405 力行樓2樓北側 由北棟空中走廊起到多功能會議室後門之走廊、多 顧春煦 蔣東廷

406 司令台1樓後面 後門口至活動中心前之平地及花圃 吳玟萱 吳旻燕

406 力行樓1樓南側 男廁所、女廁所、茶水間以及走廊通道 李建霖 吳旻燕

501 力行樓3樓南側
力行樓3樓茶水間和走道(含3樓教師會至檔案室內外

走廊)
柯成龍 許瑤璋

501 力行樓3樓南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柯成龍 許瑤璋

501 活動中心1樓 幼稚園旁男廁所、女廁所及周邊空地 賴姵妤 許瑤璋

502 力行樓4樓北側 樓梯口之洗手台與走廊通道 王淑芳 葉博仁

502 力行樓4樓北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王淑芳 葉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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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籃球場東側

由水泥地開始(以司令台中心點為界)東到游泳池前

走道邊及籃球場南、北側花圃和階梯以及知動教室

前無障礙斜坡走道

李怡蓉 葉博仁

503 籃球場西側
由水泥地開始 (以司令台中心點為界) 西到力行樓下

及籃球場南、北側花圃及階梯
廖翊智 李宜蓁

503 北棟教室3樓東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林惠苗 李宜蓁

503 北棟教室1樓東側 男廁所、女廁所、殘障用廁所 蘇芷儀 李宜蓁

504 操場西側
由司令台花圃前方開始(以司令台中心點為界)以西

至力行樓下北到大松樹下紅跑道
陳昭宏 吳渝萍

504 北棟教室2樓東側 男廁所、女廁所、走廊 陳怡琳 吳渝萍

505 操場東側
由司令台花圃前方開始(以司令台中心點為界)以東

至活動中心石階下北到大松樹下紅跑道
陳妙萍 臧長玲

505 司令臺 司令台及階梯、殘障坡道 陳妙萍 臧長玲

505 力行樓2樓北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吳芝環 臧長玲

506 垃圾場前 從回收室至北側門之平地(含生態池周遭) 江亭誼 張丹寧

506 校園大門口內
力行樓前與校門圍牆間之小道與草圃(南側門至北側

門)
林素鄉 張丹寧

506 活動中心2樓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池惠琳 張丹寧

507 力行樓4樓南側 力行樓4樓茶水間和走道 鄭興邦 許智涵

507 力行樓4樓南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鄭興邦 許智涵

507 活動中心4樓 活動中心球場及平台空地 游舜然 許智涵

601 活動中心地下室 桌球教室及四周圍走道 何秉慧 陳國裕

601 力行樓5樓北側 樓梯口之洗手台與台前空地走廊 戴艾慈 陳國裕

601 力行樓5樓北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戴艾慈 陳國裕

602 力行樓2樓
多功能會議室及面向校門口之陽台、會計室、校史

室、校長室
顧春煦 古佳翎

602 力行樓1樓 輔導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人事室 處室主任 古佳翎

602 北棟教室2樓西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張耀文 古佳翎

603 北棟教室1樓西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陳妍君 黃心吟

603 力行樓南側樓梯 B1到6F南側樓梯 蘇曼甄 黃心吟

603 力行樓北側樓梯 B1到6F北側樓梯 曾文悅 黃心吟

603 司令台後面 後門口（含）至回收室前平地及花圃 鄭嘉惠 黃心吟

604 活動中心3樓 男廁所、女廁所、走廊 陳珈儀 高文妏

604 力行樓地下室
活動教室(含教職員用餐區)、南邊地下室樓梯口往

活動教室通道、走廊
成威寰 高文妏

604 力行樓地下室
體操教室、 北邊地下室樓梯口往汽車停車場出口處

之通道、走廊
成威寰 高文妏

604 活動中心2樓 各教室之室外走廊 游健弘 高文妏

605 活動中心4樓 舞台、2樓看台 吳章鳳 肋任繆

605 活動中心4樓 活動中心4樓女廁所及走廊 鄭絜方 肋任繆

605 活動中心4樓 活動中心球場垃圾處理(周五早上倒垃圾及回收) 蔡忻怡 肋任繆

606 活動中心3樓 視聽教室及各教室之室外走廊 許沛婷 許鋕誠

606 力行樓5樓南側 男廁所、女廁所及走廊 林詩婷 許鋕誠

606 力行樓5樓南側 教室旁之通道走廊和茶水間 林詩婷 許鋕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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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2樓 自然教室3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2樓 自然教室2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2樓 自然教室1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1樓 美勞教室1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1樓 藝術走廊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1樓 美勞教室2

任課學生 北棟教室3樓 英語教室1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2樓 英語教室2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3樓 英語教室3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3樓 英語教室4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3樓 音樂教室2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3樓 音樂教室1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3樓 電腦教室1
任課學生 北棟教室1樓 潛能班2
任課學生 北棟教室1樓 知動教室
任課學生 北棟教室1樓 潛能班1
任課學生 活動中心2樓 資優班教室
家長會代表 力行樓2樓 家長會辦公室

救生員 游泳池內 游泳池內場地、設施、體育器材區

救生員 游泳池內 男廁所、女廁所、殘障廁所

資優班教師

家長會代表

成威寰

成威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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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珈儀

李怡蓉

游舜然/吳章鳳

林秋韻

蘇芷儀

曾美淑

何秉慧

何秉慧

林惠苗/廖珮妗

陳妙萍

王藝霖

楊敏治

輔導老師

池惠琳

吳玟萱

鄭絜方

謝宛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