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關名稱 職稱 姓名 公務聯絡電話 EMAIL

1 消防局 主任 陳旭明 04-7512119*431

2 消防局 科員 陳怡芳 04-7512119*432

3 消防局 科員 曾于珊 04-7512119*436

4 地方稅務局 主任 黃志炘 04-7248644

5 地方稅務局 科員 黃寶萱 04-7239131*621

6 地方稅務局 科員 王雅玲 04-7239131*611

7 地方稅務局 助理員 江溶雪 04-7239131*620

8 地方稅務局 助理員 王綉月 04-7239131*622

9 文化局 主任 林俊杰 04-7250057*1831

10 文化局 科員 胡麗蘋 04-7250057*1833

11 衛生局 主任 李文通 04-7115141*5820

12 衛生局 科員 黃偉嘉 04-7115141*5823

13 衛生局 助理員 黃雅玲 04-7115141*5821

14 衛生局 助理員 賴玲華 04-7115141*5822

15 環境保護局 主任 蘇水永 04-7115655*721

16 環境保護局 科員 李文峰 04-7115655*723

17 彰化地政所 張素綢 04-7222612*501

項
次

taidy0810@gmail.com

candyiris@gmail.com

lucido5413@hotmail.com

a0000412@changtax.gov.tw

a0000206@changtax.gov.tw

a0000205@changtax.gov.tw

a0000071@changtax.gov.tw

a0000334@changtax.gov.tw

perjie@mail.bocach.gov.tw

perping@mail.bocach.gov.tw 

armygo1495@yahoo.com.tw

kof0579@gmail.com

u4302041@mail.chshb.gov.tw

m131491@mail.chshb.gov.tw

sun112@chepb.gov.tw

beach0623@chepb.gov.tw

人事管
理員

li.yun602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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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彰化戶政所 王承英 04-7266813*104

19 主任 李慧琴 04-7620774*205

20 彰化市公所 主任 陳瑞仁 04-7222141*2101

21 彰化市公所 課員 許仕婷 04-7222141*2102 shuist@gmail.com

22 彰化市公所 課員 陳冠華 04-7222141*2103

23 彰化市公所 課員 洪燕萍 04-7222141*2104 per01@ems.changhua.gov.tw

24 鹿港鎮公所 主任 謝士宏 04-7772006*1806 h013@mail.fusing.gov.tw

25 鹿港鎮公所 課員 郭姿佑 04-7772006*1802

26 和美鎮公所 主任 葉世正 04-7560620-151 merckx64@gmail.com

27 和美鎮公所 課員 陳慧敏 04-7560620-151

28 北斗鎮公所 主任 林佑進 04-8884166*230 h600830@gmail.com

29 北斗鎮公所 助理員 楊淑貞 04-8884166*231 judy282857@yahoo.com.tw

30 員林市公所 主任 張輝意 04-8347171*211

31 員林市公所 課員 陳鈞琳 04-8347171*212

32 溪湖鎮公所 主任 李惠雯 04-8852121#228

33 溪湖鎮公所 課員 邱良韋 04-8852121#229

34 田中鎮公所 主任 楊純枝 04-8747805

35 田中鎮公所 課員 黃瑛茹 04-8747805 yingju9111@yahoo.com.tw

人事管
理員

changhua4@hro.chcg.gov.tw

彰化縣動物防
疫所

a973321024@gmail.com

chenny2103@gmail.com

personality@ems.changhua.gov.tw

rosest@mail.lukang.gov.tw

u5g50707@yahoo.com.tw

barry166@gmail.com

flypc2003@yuanlin.gov.tw

People0963@gmail.com

ch43@ems.chihu.gov.tw

s93807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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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林鎮公所 主任 陳秋義 04-8969906*131

37 二林鎮公所 課員 張幸珠 04-8969906*132 nt15@mail.erhlin.gov.tw

38 線西鄉公所 主任 林美麗 04-7586143

39 伸港鄉公所 主任 郭子丞 04-7982010*170

40 伸港鄉公所 課員 陳秋蘭 04-7982010*171

41 福興鄉公所 主任 楊明憲 04-7772066*327 ming999@mail.lukang.gov.tw

42 福興鄉公所 課員 林明璇 04-7772066*313 hv1956hv@yahoo.com.tw

43 秀水鄉公所 主任

44 秀水鄉公所 課員 劉淑丹 04-7697024*503

45 花壇鄉公所 主任 林美妘

46 花壇鄉公所 課員 林富美 04-7865921*193 ntws24@ems.huatan.gov.tw

47 芬園鄉公所 主任 蔡錦林

48 芬園鄉公所 課員 許瀞云 049-2524400 f49@ems.fenyuan.gov.tw

49 大村鄉公所 主任 賴明篇 04-8520149*206

50 大村鄉公所 課員 邱鈺芳 04-8520149*207

51 埔鹽鄉公所 主任 陳世彬 04-8652301*240

52 埔鹽鄉公所 課員 施慧馨 04-8652301*241 py22@ems.puyan.gov.tw

53 埔心鄉公所 主任 江志浩 wie1223a@yahoo.com.tw

nt14@mail.erhlin.gov.tw

shirleylin0218@yahoo.com.tw

fireefax119@gmail.com

per02@shenkang.gov.tw

04-7685127
04-7697024*501

tiic6520@gmail.com

04-7872127
04-7865921*192

mujerlin@yahoo.com.tw

049-2524400
049-2522556*290

cck120@yahoo.com.tw

datsuen@gmail.com

ntws191@ems.tatsun.gov.tw

py21@ems.puyan.gov.tw

04-8281768
04-8296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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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埔心鄉公所 課員 陳景裕

55 永靖鄉公所 主任 邱富炤 04-8221191*181

56 永靖鄉公所 課員 白靜瑜 04-8221191*182 pai6361@yahoo.com.tw

57 社頭鄉公所 主任 蔡煥裕 04-8732621*181

58 社頭鄉公所 課員 謝東諺 04-8732621*182 stca10@ems.shetou.gov.tw

59 二水鄉公所 主任 黃秀香 04-8790100*121

60 田尾鄉公所 主任 施竣詔 04-8832171*360

61 埤頭鄉公所 主任 蔡昆衛 04-8922117*103

62 埤頭鄉公所 課員 許志烈 04-8922117*103

63 芳苑鄉公所 主任 陳春惠 04-8983589*16

64 芳苑鄉公所 課員 陳錦虹 04-8983589*17

65 大城鄉公所 主任 曹世城 04-8942980*146

66 竹塘鄉公所 主任 鐘晨內 04-8972001*215

67 竹塘鄉公所 助理員 陳昀棻 04-8972001*218

68 溪州鄉公所 主任 江永發 04-8896100*171

69 溪州鄉公所 課員 陳麗真 04-8896100*171 c19650102@yahoo.com.tw

70 二林高中 主任 洪木榮 04-8960121*2490

71 二林高中 組員 邱俊華 04-8960121*2491

04-8281768
04-8296249*50

psl02@puxin.gov.tw

abs121277@yahoo.com.tw

chfd0271@gmail.com

hsiuhsiang731@yahoo.com.tw

tienwei07@ems.tienwei.gov.tw

tkw168@gmail.com

ntws12@ems.pitou.gov.tw

chen20140514@gmail.com

ntws22@ems.fangyuan.gov.tw

tsc3625@yahoo.com.tw

nanaposit@gmail.com

theyunfenchen@gmail.com

yungfa@elps.chc.edu.tw

erhlin586@yahoo.com.tw

hua9230@mail.elsh.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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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彰化藝術高中 主任 尤建勝 04-7222844*701

73 彰化藝術高中 組員 曾意倫 04-7222844*701 zxc100233.cts98@g2.nctu.edu.tw

74 成功高中 主任 吳重仁 04-8828588*81

75 成功高中 組員 楊婉青 04-8828588*81

76 田中高中 主任 陳光榮 04-8745820*1820 et0321162@yahoo.com.tw

77 田中高中 組員 李佩倫 04-8745820*1821

78 和美高中 主任 鐘雅慧 04-7552043*214

79 和美高中 組員 陳思錡 04-7552043*239 ht10701@hmjh.chc.edu.tw

80 陽明國中 主任 楊正昇 04-7222263*130

81 陽明國中 助理員 李曉君 04-7222263*131

82 彰安國中 主任 李雅慧 04-7236117*260

83 彰德國中 主任 唐治平 04-7381791*151 a660250@yahoo.com.tw

84 彰興國中 主任 莊婉惠 04-7110743*130 hui7632839@yahoo.com.tw

85 彰興國中 助理員 陳寬育 04-7110743*130

86 彰泰國中 主任 林江河 04-7369676*501

87 彰泰國中 助理員 陳瑩蓉 04-7369676*501

88 芬園國中 主任 何宜玲 049-2522001*101

89 花壇國中 主任 趙惠能 04-7862043*21

a7558428@gmail.com

ww0991@yahoo.com.tw

wan1192003@yahoo.com.tw

sch19@mail.tcjh.chc.edu.tw

yahuie2001@yahoo.com.tw

u5g6686@yahoo.com.tw

108.02.01到職

fttyttl@gmail.com

elie641128@gmail.com

linch3267@gmail.com

ying220369@gmail.com

ling546857@gmail.com

sunflower512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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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秀水國中 主任 劉倩如 04-7696031*130 qianruliu@hsjh.chc.edu.tw

91 秀水國中 助理員 王儷玲 04-7696031*130 liling0518@yahoo.com.tw

92 鹿港國中 主任 張麗鴻 04-7772037*1511

93 鹿港國中 助理員 黃秀英 04-7772037*1512 a0933456643@gmail.com

94 鹿鳴國中 主任 謝明峰 04-7713846*215

95 福興國中 主任 黃財金 04-7772009*1130

96 福興國中 助理員 陳育國 04-7772009*1135 yz1030302@gmail.com

97 和群國中 主任 吳美淑 04-7350071*104

98 線西國中 主任 林阿桂 04-7584129*26

99 伸港國中 主任 陳茂林 04-7988611*33

100 伸港國中 助理員 沈才淯 04-7988611*34 naturalqq@skjh.chc.edu.tw

101 員林國中 主任 呂淑婷 04-8320873*160

102 員林國中 助理員 裴郁明 04-8320873*161 ntws36@ems.chutang.gov.tw

103 明倫國中 主任 劉斌科 04-8311349*101

104 明倫國中 助理員 賴英秀 04-8311349*105

105 大同國中 主任 洪村展 04-8358382*120

106 大同國中 組員 巫淑芬 04-8358382*121

107 大同國中 助理員 林佳蓉 04-8358382*122

chang6442@gmail.com

shien1109@yahoo.com.tw

tsaichin535@gmail.com

suewumuyoung@gmail.com

linda7992@yahoo.com.tw

a5886588@ms71.hinet.net

Lstp1105@gmail.com

lbk120196@gmail.com

ingetaka@gmail.com

1160@linux.ttjhs.chc.edu.tw

fen8357@yahoo.com.tw

sue9014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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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大村國中 主任 黃麗焄 04-8521231*218 judysansan@yahoo.com.tw

109 永靖國中 主任 朱洲禾 04-8221929*141

110 永靖國中 助理員 李孟珍 04-8221929*140

111 埔心國中 主任 徐敏生 04-8291129*36

112 溪湖國中 主任 洪惠鈴 04-8852132*115

113 溪湖國中 助理員 梁佳薰 04-8852132*115

114 埔鹽國中 主任 簡有在 04-8653424*116

115 社頭國中 主任 林志隆 04-8732047*130

116 二水國中 主任 楊麗雲 04-8791557*61

117 北斗國中 主任 蕭宜程 04-8882072*50

118 田尾國中 主任 紀曉筑 04-8832174*16

119 埤頭國中 主任 陳秀梅 04-8922004*60

120 溪州國中 主任 邱春 04-8895054*42

121 溪陽國中 主任 謝腕玲 04-8802151*70

122 竹塘國中 主任 魏楡蓉 04-8972034*15

123 萬興國中 主任 林洋盛 04-8682978*151

124 芳苑國中 主任 古雅琳 pig.123@yahoo.com.tw

125 草湖國中 主任 周素霞 04-8861051*229

yukiju168@gmail.com

mjlemon94@gmail.com

psl01@puxin.gov.tw

namemacy@gmail.com 

ym132@mail.ymsc.chc.edu.tw

tpcp920130@gmail.com

linn9875@yahoo.com.tw

af7032@ms1.hsiushui.gov.tw

cheng620817@gmail.com

a0988205975@gmail.com

per0729@yahoo.com.tw

huru55@yahoo.com.tw

person@cses.chc.edu.tw

sly530626@gmail.com

a0921767173@gmail.com

04-8983264*21
04-8904600*21

teac12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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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大城國中 主任 王嬿菁 04-8941022*212

127 信義國中小 主任 楊文榮 04-7635888*161

128 中山國小 主任 曾憲國 04-7222033*15

129 中山國小 助理員 林宛萱 04-7222033*15

130 民生國小 主任 楊峻華 04-7224122*16

131 民生國小 助理員 郭育廷 04-7224122*16

132 平和國小 主任 吳采蓉 04-7222355*17 rongwu22@yahoo.com.tw

133 平和國小 助理員 張妮蓁 04-7222355*17

134 南郭國小 主任 李雅芬 04-7280366*5006

135 南郭國小 助理員 蘇偉妮 04-7280366*5006

136 南興國小 主任 胡睿芳 04-7622827*206 lyric1238@yahoo.com.tw

137 東芳國小 主任 周麗芳 04-7523250*717

138 泰和國小 主任 吳家光 04-7222433*22

139 大竹國小 主任 陳致楠　 04-7381436*219

140 忠孝國小 主任 陳鴻文 04-7523944*27

141 忠孝國小 助理員 陳美秀 04-7523944*27

142 大成國小 主任 賴寶珠 04-7353457*212

143 芬園國小 主任 洪麗君 049-2522208*170

janice75321@gmail.com

tt9201@gmail.com

cjw471224@yahoo.com.tw

kelin6023@hotmail.com

sunrise501020m@yahoo.com.tw

yuting.howbond@gmail.com

rs80650@hotmail.com

fen988566@gmail.com

weini@mail.nges.chc.edu.tw

lkk995866@yahoo.com.tw

sun_0518@yahoo.com.tw

chnanch123@gmail.com

tea259@jsps.chc.edu.tw

tea300@jsps.chc.edu.tw

a481210@gmail.com

legen.hom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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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花壇國小 主任 李盈貞 04-7862029*510

145 三春國小 主任 蕭淑鈴 04-7862154*306

146 白沙國小 主任 唐鳳吟 04-7863224*19

147 和美國小 主任 謝其芳 04-7552005*17

148 和東國小 主任 陳茗姿 04-7552724*26

149 新庄國小 主任 曹美惠 04-7353267*105

150 培英國小 主任 詹忠和 04-7552430*107

151 和仁國小 主任 邱麗雲 04-7575407*723

152 線西國小 主任 黃德福 04-7585075*715

153 新港國小 主任 柯秋慧 04-7982310*2287

154 伸東國小 主任 顏麗雪 04-7982314*13

155 大同國小 主任 謝禮安 04-7982307*705 am5420@yahoo.com.tw

156 鹿港國小 主任 林美芳 04-7772038*151

157 文開國小 主任 吳玉琪 04-7770420*715

158 洛津國小 主任 武秀貞 04-7772041*217 j505yes@hotmail.com

159 草港國小 主任 許金樹 04-7712834*713

160 頂番國小 主任 林明慧 04-7711433*706

161 鹿東國小 主任 王貞之 04-7756521*24

yingchen112200@gmail.com

ling0145@gmail.com

tt1011113@yahoo.com.tw

f7560291@yahoo.com.tw

miltzu@yahoo.com.tw

ym132@mail.thps.chc.edu.tw

mama.9512@gmail.com

zx7982310g@yahoo.com.tw

wdf0705@yahoo.com.tw

b600040@yahoo.com.tw

asnow1187@yahoo.com.tw

meifun501@yahoo.com.tw

angel_46577@yahoo.com.tw

ab7711772@dfes.chc.edu.tw

dd3671@yahoo.com.tw

spider6801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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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鹿東國小 助理員 黃盟景 04-7756521*24

163 管嶼國小 主任 黃勝呈 04-7702949*17

164 西勢國小 主任 王錦璇 04-7772317*217

165 秀水國小 主任 郭麗美 04-7692756*238

166 明正國小 主任 林詩特 04-7692533*161

167 馬興國小 主任 杜麗美 04-7526247

168 溪湖國小 主任 蘇莞茜 04-8853126*215

169 湖南國小 主任 陳淑貞 04-8816845*24

170 湖東國小 主任 張福財 04-8852062*16

171 湖北國小 主任 吳淑娟 04-8613618*16

172 埔鹽國小 主任 黃麗轉 04-8852882*22

173 好修國小 主任 唐友昭 04-8653555*51

174 埔心國小 主任 陳嘉慧 04-8291494*107 green@mail.sjses.chc.edu.tw

175 員林國小 主任 陳幼雪 04-8320145*716

176 員林國小 助理員 林玉珊 04-8320145*717

177 員東國小 主任 陳美惠 04-8311022*806

178 僑信國小 主任 李念穎 04-8320810*20

179 育英國小 主任 李宜燕 04-8320130*715

moegin56@gmail.com

et2989@yahoo.com.tw

hsuan58@yahoo.com.tw

ejiuvl3ao3@yahoo.com.tw

pynstl5168@gmail.com

nono850311@yahoo.com.tw

ayu123vp@yahoo.com.tw

chen195458@hotmail.com

ch755611@yahoo.com.tw

mien@hbps.chc.edu.tw

lily0708@ttjh.chc.edu.tw

joytang5818@gmail.com

Chen.yushueh@hotmail.com

ylps008@gm.ylps.chc.edu.tw 

meihuiy@gmail.com 

nien@ms.csps.chc.edu.tw

mayyan5@yahoo.com.tw

mailto:moegin56@gmail.com
mailto:et2989@yahoo.com.tw
mailto:hsuan58@yahoo.com.tw
mailto:ejiuvl3ao3@yahoo.com.tw
mailto:pynstl5168@gmail.com
mailto:nono850311@yahoo.com.tw
mailto:ayu123vp@yahoo.com.tw
mailto:chen195458@hotmail.com
mailto:ch755611@yahoo.com.tw
mailto:mien@hbps.chc.edu.tw
mailto:lily0708@ttjh.chc.edu.tw
mailto:joytang5818@gmail.com
mailto:Chen.yushueh@hotmail.com
mailto:ylps008@gm.ylps.chc.edu.tw
mailto:meihuiy@gmail.com
mailto:nien@ms.csps.chc.edu.tw
mailto:mayyan5@yahoo.com.tw


180 靜修國小 主任 張秀晏 04-8320341*15

181 靜修國小 助理員 施孟潔 04-8320341*15

182 東山國小 主任 陳秀雲 04-8310749*810

183 青山國小 主任 周憲廷 04-8310401*807

184 大村國小 主任 江如玉 04-8522794*109

185 村上國小 主任 蔡世琛 04-8533680*104

186 永靖國小 主任 蕭瑩蕙 04-8221812*807

187 永興國小 主任 鄧健伃 04-8221714*760

188 田中國小 主任 許惠玉 04-8742013*723 s8792141@yahoo.com.tw

189 新民國小 主任 許淑姿 04-8756166*86

190 社頭國小 主任 袁同蓮 04-8732039*23 ytllilian@yahoo.com.tw

191 舊社國小 主任 郭秋霞 04-8711001*106

192 二水國小 主任 郭芳凱 04-8792040*17

193 北斗國小 主任 黃麗雲 04-8882008*19 n8755807@yahoo.com.tw

194 萬來國小 主任 謝淑娟 04-8882119*16 jauin8831356@yahoo.com.tw

195 田尾國小 主任 游湧宏 04-8832745*116

196 南鎮國小 主任 黃雪雯 04-8227962*115

197 埤頭國小 主任 羅啟隆 04-8922019*314

yenyen@mail.sjses.chc.edu.tw

valerie5377@hotmail.com

chen8376066@yahoo.com.tw

a2371887@yahoo.com.tw

yaruyui@gmail.com

p8821058@yahoo.com.tw

yinghui@yces.chc.edu.tw

Janyu8514@gmail.com

st8989@gmail.com

joyshia0724@gmail.com

kuo7391@gmail.com

p272127@twps.chc.edu.tw

huangsharon0717@gmail.com

lotil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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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合興國小 主任 簡秀韻 04-8922030*24

199 溪州國小 主任 張文正 04-8895013*151

200 成功國小 主任 李益智 04-8802225*81

201 二林國小 主任 廖莉君 04-8960057*710

202 中正國小 主任 黃子琳 04-8960145*71 clain6377@gmail.com

203 大城國小 主任 呂育修 04-8941135*107

204 竹塘國小 主任 劉家名 04-8972039*183

showing16888@gmail.com

canon3567@yahoo.com.tw

lih3580@yahoo.com.tw

waterits183@gmail.com

luyuhsiu@gmail.com

chiaming99.t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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