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業務聯絡人一覽表(1110308)
教育部/縣網中心

聯絡人
裴善成(科長)
林文信(資安)
教育部
江宜倫(資安)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呂思瑩(網路)
網通科

聯絡電話 / 傳真
02-77129038
02-77129092
02-77129036
02-77129093
王思方(縣市網路中心) 02-77129087
02-2737-7043
FAX
02-24591311#832
蘇仕文
基隆市
02-24591311#831
陳建邦
教育網路中心
02-2458-0331
FAX
02-27329410
陳秉熙
02-27208889#1240
余品瑩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02-27208889#1231
陳柏翰
資訊教育科
黃玉菁(市網機房維運) 02-27223004
02-2722-3574
FAX
02-80723456#300
吳佳珊(科長)
新北市
02-80723456#516
林璟豐
教育研究發展科
02-8968-2278
FAX
03-3322101#7511
03-3322101#7511
03-3322101#7511
桃園市
03-3322101#7511
教育網路中心
03-3322101#7511
03-3322101#7503
03-2723000#091
03-5962103#311
林岳申
新竹縣
03-5962103#312
楊淑華
教育網路中心
03-5962103#301
辛文義
03-5958900
FAX
03-5216121#273
張品珊
新竹市
03-5249617#202
林朱亭
教育網路中心
03-5243475
FAX
037-265087#12
張奕勛
苗栗縣政府教育處 李銘華
037-559700
教育資訊中心
037-265087#11
吳士明
037-265103
FAX
04-23381242#700
沈俊達
04-23952340#150
劉育彰
黃晉恩(資訊股股長) 04-22289111#5563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4-23952340#113
葉天喜
資訊教育暨網路中心
9060-2450
網路電話
070-9102450
04-23952370
FAX
04-7237182
許惠茹
04-7237183
呂姿瑩
彰化縣
04-7237185
蔡承佑
教育網路中心
04-7237185
白大川
04-7237186
FAX
05-5522393
陳麗美
巫珍妮(科長)
陳瑞興
張鈞富
陳譽中
陳翰霆
TEL

電子郵件 / 地址
scpei@mail.moe.gov.tw
ansel@mail.moe.gov.tw
yilun74@mail.moe.gov.tw
chiyinlu@mail.moe.gov.tw
wang.sharon@mail.moe.gov.tw
106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二段106號12樓
alvinmalego@gmail.com
twdolphin@gmail.com
20544基隆市暖暖區暖暖街350號
geese1234@mail.taipei.gov.tw
edu_ict.02@mail.taipei.gov.tw
edu_ict.06@mail.taipei.gov.tw
security@tp.edu.tw
機房：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10樓南區
ad9947@ntpc.edu.tw
ishm@ntpc.edu.tw
機房：新北市板橋區中山路1段161號21樓
辦公室：新北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1號
062091@ms.tyc.edu.tw
10011012@ms.tyc.edu.tw
80017324@ms.tyc.edu.tw
10021912@ms.tyc.edu.tw
claydio@ms.tyc.edu.tw
辦公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路1號14樓
機房：桃園市桃園區縣府路1號15樓機房

hittlin@mail.edu.tw
rachel@ncmail.hcc.edu.tw
hs1919@mail.edu.tw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路68號3樓
01502@ems.hccg.gov.tw
tclin@hc.edu.tw
新竹市民族路三十三號
yishiung0723@webmail.mlc.edu.tw
wing@webmail.mlc.edu.tw
ming77@webmail.mlc.edu.tw
苗栗市中華東街62號4樓
sct@tc.edu.tw
brucelyc@tc.edu.tw
huangcn@taichung.gov.tw
day228@gmail.com

臺中市太平區樹德一街136巷30號慎思樓
garfield@chc.edu.tw
retniw@email.chcg.gov.tw
u912544@email.chcg.gov.tw
u871015@yahoo.com.tw
彰化市中正路二段530號(彰安國中)
5348221@ylc.edu.tw

各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業務聯絡人一覽表(1110308)
教育部/縣網中心
雲林縣
教育網路中心

聯絡人
吳錦鳴
林子軒
FAX
嘉義縣
王嘉田
教育網路中心
FAX
林取德
南投縣
王登儀
教育網路中心
FAX
蔣冠倫
嘉義市
陳宗儀
教育網路中心
FAX
高誌健
臺南市教育局
陳志堅
資訊中心
FAX
林芳白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張宏明
資訊教育中心
FAX
楊明家
李學豐
屏東縣
蔡有垣
教育網路中心
縣網中心
FAX
陳一鳴
蔡博偉
宜蘭縣
林穎俊
教育網路中心
藍俊偉
FAX
許壽亮
陳立輝
花蓮縣政府教育處 簡鴻仁
教育網路中心
縣網直撥電話
美崙機房電話
FAX
陳冠樺
臺東縣
翁秉逸
教育網路中心
FAX

澎湖縣
教育網路中心

金門縣
教育網路中心

林銘志
馬國霖
郭訓豪
呂建瑤
FAX
蔡松輝
謝維倫
黃翊書
FAX
葉家裕
吳貽樺

聯絡電話 / 傳真
05-5348221#0108
05-5348221#0003
05-5328200
05-2304464
05-2302051
049-2916517
049-2241043#12
049-2239226
05-2715325
05-2715325
05-2715702
06-2130669#10
06-2130669#17
06-2130668
07-7136536#10
07-7136536#51
07-7248019
08-7364563
08-7364563
08-7320415#3659
08-7364563
08-7364830
03-9369968#302
03-9369968#314
03-9369968#321
03-9369968#333
03-9334543
03-8462860#503
03-8462860#503
03-8462860#503
03-8575434
03-8239750
03-8577524
089-322002#2261
089-322002#2310
089-338386

電子郵件 / 地址
5348221@ylc.edu.tw
5348221@ylc.edu.tw
雲林縣斗六市南揚街60號
justin@mail.edu.tw
嘉義縣中埔鄉金蘭村頂山門25號
cheuder@gmail.com
dem@ntct.edu.tw
南投市復興路669號 (漳興國小)
can2853363@gmail.com
skele@mail.cy.edu.tw
419嘉義市小雅路419號(蘭潭國小)
tnjimgau@tn.edu.tw
tnmax@tn.edu.tw
臺南市五妃街236-1號
fonphy@mail.kh.edu.tw
jang@mail.kh.edu.tw
806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路80號8F
minca@ptc.edu.tw
feng@ptc.edu.tw
z29466509@gmail.com
net@ptc.edu.tw
900屏東市信義路262號
mini@ilc.edu.tw
waber@ilc.edu.tw
highlander@tmail.ilc.edu.tw
hohiyoung@gmail.com
宜蘭市樹人路37號(宜蘭國中)
liang717.tw@gmail.com
jackyc@mleps.hlc.edu.tw
jhr6213@gmail.com

970花蓮市達固湖灣大路1號
機房：花蓮市國盛二街22號
ghchen326@ttct.edu.tw
wii@ttct.edu.tw
950臺東市博愛路306號(教育處)
機房：臺東市四維路二段23號(寶桑國小)
(06)9264308#002
trlin888@gmail.com
(06)9264308#004
ufo@mail.phc.edu.tw
(06)9264308#003
khh@mail.phc.edu.tw
(06)9264308#005
phenom@mail.phc.edu.tw
(06)9264246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路17號(文光國中)
082-323350 #52121 pangea@cnc.km.edu.tw
082-325630#52122 ka2515@cnc.km.edu.tw
082-323350
ka0581@cnc.km.edu.tw
082-371770
金門縣金城鎮民權路32號(金城國中)
082-325754(局)
0836-22067#6218
ma9414@gm.matsu.edu.tw
0836-22067#6219
ma2638@gm.matsu.edu.tw

各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業務聯絡人一覽表(1110308)
教育部/縣網中心
連江縣
教育網路中心

聯絡人
FAX

聯絡電話 / 傳真
0836-25582 (局)

電子郵件 / 地址
機房：連江縣(馬祖)南竿介壽村13號(介壽
國中小)
"辦公：連江縣(馬祖)南竿介壽村76號(教育
局)信件請寄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