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發展科［組織架構］ 

一、服務簡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一般教育、課程教學研究及校務行政等事項。 

二、服務地點 

辦公地點：（永華市政中心）708201 臺南市永華路二段 6 號 7 樓 

三、業務窗口 

科長／綜理課程發展科業務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一、 綜理課程發展科業務。 

二、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王靖

雯 

科長 

辦公電話：(06)299-1111#8039 

網路電話：99233 

電子郵件：jinwen@tn.edu.tw 

一、 協助科長綜理課程發展科科務。 

二、 課程發展科核稿。 

三、 科內預算彙整、預控及科內綜合業務、局

務 

會議資料彙整。 

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陳冠

樺 

專員 

辦公電話：(06)2991111#1227 

網路電話：99200 

電子郵件：

tnhua326@tn.edu.tw 

第一股／課程規劃及教學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一、 綜理第一股各項業務。 

二、 教育專案計畫之擬訂。 

三、 議會質詢，市民陳情案件之彙整。 

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張

世

緯 

股

長 

辦公電話：(06)390-1530 

網路電話：99202 

電子郵件：tncsw127 

@gmail.com 

一、 辦理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相關業務 (含高級中等學校

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直升入學、優先免試、完全免試等)。 

二、 辦理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含生活科技、資訊科技)、

國中小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含子計畫一、二、三)相

關事項。 

三、辦理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相關業務 

(一)特色招生管道。 

(二)國中教育會考。 

吳

佳

晉 

科

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1251 

網路電話：99227 

電子郵件：

b35871097@gmail.com 

mailto:jinwen@tn.edu.tw
http://tncsw127%20@gmail.com/
http://tncsw127%20@gmail.com/
mailto:b35871097@gmail.com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四、辦理大學相關業務。 

五、辦理教學卓越計畫。 

六、辦理國發會無人機相關事宜。 

七、辦理南科管理局專案補助周邊學校經費計畫。 

八、高中職改隸(教務組)窗口。 

九、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督辦本市提升學力品質整體計畫( 含國中會考分析、

國小學力檢測分析、統合視導學力報告、局務會議學力報

告)。 

二、 規劃及執行高國中小學習扶助整體計畫。 

三、 辦理偏鄉地區國中小教學換宿計畫。 

四、 辦理國中小教學訪問教師計畫。 

五、 辦理混齡教育事宜(含偏鄉學校跨年級教學計畫)。 

六、辦理國中英語競賽。 

七、督辦、研修「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受理校外人

士入校協助教學或活動處理原則」，及回應相關陳情。 

八、辦理市長獎相關事宜。 

九、臨時交辦事項。 

莊

立

平 

科

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331 

網路電話：99239 

電子郵件：

evan@mail.tainan.gov.tw 

一、英語、雙語教學政策(含 CLIL、市本雙語試辦計畫、

英語推動小組)等相關事項。 

二、執行教育部英語成效計畫及本市國小英語讀劇競賽。 

三、辦理各項英語專案及外籍英語教師相關業務： 

(一)教育部學校本位英語教學創新方案計畫。 

(二)教育部海外青年英語營。 

(三)教育部數位英語教室。 

(四)教育部國際學伴計畫。 

(五)教育部沉浸式英語教學試辦計畫。 

(六)教育部英語課程模組計畫。 

(七)臺南市課後英語班。 

(八)臺南市國際暨行動英語村。 

(九)臺南市巡迴共聘外師計畫。 

四、本科英語翻譯複審人員。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曾

子

旂 

科

員 

辦公電話：

(06)2991111#8564 

網路電話：99211 

電子郵件：

koki0114@gmail.com 

一、規劃及執行科學教育整體計畫(含市科展、各類科學類

競賽、國際性機器人競賽接見及表揚、中小學實驗能力操

作等)。 

二、辦理中小學資訊教育計畫。 

三、辦理中小學校長行政會議。 

林

禹

萱 

科

員 

辦公電話：

(06)2991111#8727 

網路電話：99212 

電子郵件：

cava9394@tn.edu.tw 

mailto:evan@mail.tainan.gov.tw
mailto:koki0114@gmail.com
mailto:cava9394@tn.edu.tw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四、辦理教育審議委員會事宜。 

五、辦理課程發展科年度出國計畫。 

六、辦理國中小數學競賽。 

七、辦理中小學畢業典禮相關事項。 

八、辦理沙崙國際科學城教育措施事宜。 

九、辦理 TIMSS、TASA、PISA、本市國小學力檢測等其

他學力品質檢測事項。 

十、辦理國際教育事宜： 

(一)國際教育中心。 

(二)國際教育 SIEP 計畫。 

(三)市屬國際教育計畫及國際交流。 

十一、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規劃及執行閱讀整體計畫(含教育部及本市各項閱讀專

案計畫)。 

二、配合其他政府單位及民間資源推動閱讀活動。 

三、籌辦兒童節相關事宜。 

四、籌辦教務主任會議。 

五、規劃及執行戶外及海洋教育整體計畫(含偏鄉特色遊學

計畫)。 

六、辦理國中小城鄉共學夥伴學校計畫。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陳

坤

村 

調

用

教

師 

辦公電話：(06)299-

1111#8914 

網路電話：99236 

電子郵件： 

qqgogogo@tn.edu.tw 

一、 督辦、研修「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

業輔導及留校自習實施要點」，及回應相關陳情。 

二、 督辦、研修「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注意事項」，及回應相關陳情。 

三、 督辦、研修「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在校作息

時間規劃注意事項」，及回應相關陳情。 

四、 督辦、研修「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

定」、「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及回

應相關陳情。 

五、辦理「科技教育-生活科技教室」事宜。 

六、辦理「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宣導」事宜。 

七、協辦「國中教學正常化」訪視事宜。 

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縣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因

應新課綱規劃 

九、總體課程實施所需課室空間及適性學習空間活化需求

改善實施計畫。 

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一般

蔡

雅

真 

調

用

教

師 

辦公電話：(06)299-

1111#8463 

網路電話：99220 

電子郵件：

yajan@mail.tainan.gov.tw 

mailto:qqgogogo@tn.edu.tw
mailto:smartchuan@gmail.com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科目教學設備計畫。 

十一、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 

二、辦理兒童課後照顧計畫。 

三、辦理金融教育計畫。 

四、辦理書法教育計畫。 

五、學歷認證及教育程度通報。 

六、臨時交辦事項。 

亢

寶

豫 

約

僱

人

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324 

網路電話：99232 

電子郵件：

kang6847@tn.edu.tw 

一、辦理教育部新住民課程與教學 

(一)新住民子女教育輔導計畫。 

(二)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 

(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培訓計畫。 

(四)新住民語文試行教材計畫。 

二、辦理高中第二外語相關計畫。 

三、臨時交辦事項。 

張

莉

涵 

約

用

人

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334 

網路電話：99228 

電子郵件：

gloria81105@gmil.com 

一、規劃及執行本土教育整體計畫(含母語日)。 

二、辦理本土教育推動委員會。 

三、辦理及執行「布可星球」政策相關事宜。 

四、臨時交辦事項。 

顏

百

鴻 

實

習

校

長 

本

土

指

導

員 

(閩) 

辦公電話： (06)299-

1111#8325 

網路電話：99226 

電子郵件：

yenpaihung99@gmail.com 

一、規劃及執行本土教育整體計畫(含母語日)。 

二、辦理本土教育推動委員會。 

三、主辦「國中教學正常化」訪視事宜。 

四、督辦、研修「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暨兼任行政人員每

週授課節數補充規定」、「臺南市國民中學教師暨兼任行

政人員每週授課節數補充規定」，及回應相關陳情。 

五、臨時交辦事項。 

蔡

惠

婷 

實

習

校

長 

本

辦公電話：(06)299-

1111#8915 

網路電話：99225 

電子郵件：

alice111901@gmail.com 

mailto:kang6847@tn.edu.tw
mailto:gloria81105@gmil.com
mailto:antin66@tn.edu.tw
mailto:tnartedu@tn.edu.tw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土

指

導

員 

(原) 

一、辦理本土教育開課及原住民教學支援人員交通費等事

宜。 

二、辦理本土教育推動委員會。 

三、主辦南區客家藝文競賽。 

四、臨時交辦事項。 

許

玉

霞 

本

土

指

導

員 

(客) 

辦公電話：(06)299-

1111#8325 

網路電話：99249 

電子郵件：

a0978228932@gmail.com 

一、 本科收發業務。 

二、 本科公文傳閱及整理。 

三、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林

育

聖 

臨

時

人

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079 

網路電話：99218 

電子郵件：

geroge0911@tn.edu.tw 

第二股／教育行政人力資源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一、 綜理第二股各項業務。 

二、 教育專案計畫之擬訂。 

三、 議會質詢，市民陳情案件之彙整。 

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陳暐

婷 

股長 

辦公電話：(06)299-

1111#1249 

網路電話：99203 

電子郵件：

rain3998@tn.edu.tw 

一、國小教師及幼兒園(含代理教師)介聘。 

二、國小班級數及教師員額編制核定。 

三、國小提升編制至 1.65 計畫經費及國小合理員額編

制補助。 

四、教師課稅減授課鐘點費補撥。 

五、國小特色課程審核。 

六、不適任教師業務(含會辦、辦理研習等)。 

鄭凱

澤 

科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330 

網路電話：99204 

電子郵件：

kentzn@tn.edu.tw 

mailto:a0978228932@gmail.com
mailto:geroge0911@tn.edu.tw
mailto:rain3998@tn.edu.tw
mailto:kent.zn@gmail.com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七、相關人事法規修訂。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 國高中教師(含代理教師)介聘、甄選、分發。 

二、 國高中班級數及教師員額編制核定。 

三、 增置偏遠及小型國民中學教師員額實施計畫。 

四、 不適任教師業務(含會辦、辦理研習等)。 

五、 相關人事法規修訂。 

六、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鄭宇

芳 

科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648 

網路電話：99205 

電子郵件：

fany800322@tn.edu.tw 

一、校長甄、遴選。 

二、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三、公私立學校校務評鑑。 

四、校長協會業務。 

五、授課鐘點費(含超時授課、鐘點費調增經費補助

案)。 

六、相關人事法規修訂。 

七、辦理偏遠地區學校發展條例事宜(含偏遠學校整

合)。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羅淑

婷 

科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1204 

網路電話：99222 

電子郵件：

ting1218@tn.edu.tw 

一、國小及幼兒園教師(含代理教師)甄選、分發。 

二、組織規程、教師兼行政職務聘兼免(含兼任行政規

定專案)等相關業務。 

三、教師團體及協約相關業務。 

四、相關人事法規修訂。 

四、其他交辦事項。 

鄭秋

香 

助理

員 

辦公電話：

(06)2991111#8643 

網路電話：99214 

電子郵件：

fcbjan@tn.edu.tw 

一、私立學校法人管理(含私校諮詢會)。 

二、私立高中國中部、私立國中小申請免除法令限

制。 

三、代用國中管理。 

四、相關法規修訂。 

五、高級中等學校評鑑。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蔡佩

婷 

書記 

辦公電話：(06)299-

1111#8653 

網路電話：99223 

電子郵件：

wolf08120852@tn.edu.tw 

一、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及評鑑。 

二、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三、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楊易

蕙 

儲備

校長 

辦公電話：(06)299-

1111#8320 

網路電話：99207 

電子郵件：

tneilly@tn.edu.tw 

mailto:fany800322@tn.edu.tw
mailto:ting1218@tn.edu.tw
mailto:fcbjan@tn.edu.tw
mailto:wolf08120852@tn.edu.tw
mailto:wubang186@gmail.com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一、 國中學籍管理(外生轉介)。 

二、國中常態編班(含分組學習)。 

三、 國中新生分發入學及招生作業。 

四、 教育部一般性補助款經費考核。 

五、 教師在職進修研習公告、系統審核。 

六、學生停課後補課。 

七、主任甄選儲訓。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陳俐

蓉 

調用

教師 

辦公電話：(06)299-

1111#1803 

網路電話：99213 

電子郵件：

anassi@tn.edu.tw 

一、教師初複檢、公費生暨實習合作學校契約。 

二、教師專長授課(含第二專長)進修研習。 

三、教育人員著作審查。 

四、教育部充實行政人力經費補助移撥。 

五、本局各科(室、中心)及學校減課及代課鐘點費統簽

案。 

六、高中職改隸。 

七、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協辦)。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廖宏

儒 

調用

教師 

辦公電話：(06)299-

1111#8320 

網路電話：99238 

電子郵件：

hungju0113@tn.edu.tw 

一、 國小學籍管理(外生轉介) 

二、 國小常態編班。 

三、 國小新生分發入學及招生作業。 

四、 私立中小學新生招生作業。 

五、 私立學校法人管理(含私校諮詢會) 

六、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林慧

綾 

約僱

人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553 

網路電話：99216 

電子郵件：

huiling2017@tn.edu.tw 

一、 調用教師管理。 

二、 本股雙語證書複審。 

三、 本科綜合研考業務。 

四、 局務會議資料彙整。 

五、 校長領導卓越獎。 

六、 校長研習事宜。 

七、本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區劃分及學校類型認

定。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林煜

峰 

約用

人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8868 

網路電話：99234 

電子郵件：

efeng3641@tn.edu.tw 

一、科長、專員行程登錄。 

二、本科預控。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楊孟

穎 

臨時

人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1310 

網路電話：99219 

電子郵件：

gen5496@tn.edu.tw 

mailto:lover77@tn.edu.tw
mailto:hungju0113@tn.edu.tw
mailto:huiling2017@tn.edu.tw
mailto:efeng3641@tn.edu.tw
mailto:gen5496@tn.edu.tw


服務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一、國中小代收代辦費。 

二、教學支援人員認證。 

三、加註英語及輔導專長教師證。 

四、代用國中經費核撥事宜。 

五、財產管理窗口。 

六、本科網站資料維護。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黃以

廷 

臨時

人員 

辦公電話：(06)299-

1111#1310 

網路電話：99237 

電子郵件：

k6277@tn.edu.tw 

一、 教師兵役緩召業務。 

二、協助經費核銷業務。 

三、 會議協助人員。(會議人員確認及通知、會議場地

布置、茶水、桌牌製作)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王愛

芸 

臨時

人員 

辦公電話：

(06)7000818#99217 

網路電話：99217 

電子郵件：

hjul6824@mail.tainan.gov.tw 

 

mailto:k6277@tn.edu.tw
mailto:hjul6824@mail.tainan.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