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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實習合作學校名單 

 

※國中－台北市(公立) 

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1.  臺北市立民權

國民中學 

http://www.mqj

h.tw/default.asp 

陳春梅 洪素真 鄭伊婷 

[103] 

臺北市重慶北路 3段 1

號 

T：25931951 

100校 

110 111 教 

F：25863809 

2.  臺北市立天母

國民中學 

http://www.tmjh

.tp.edu.tw/ 

 

林美雲 彭惠鈴 林崇欽 

[111] 

台北市天母東路 120號 

amyy@tp.edu.tw 校長 

T：28754864 

   221校 

   224教 

   225教學 

F：28754863 

3.  臺北市立關渡

國民中學 

http://www.ktjhs

.tp.edu. 

tw/modules/tiny

d1/index.php?id

=2 

 

趙瀅君 梁素珍 許貴華 

[112]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

212號 

chang0611@tp.edu.tw

校長 

misery@url.com.tw教務 

T：28582527 

   28581770 

   10校 

   20教 

   21教學 

F：28585627 

4.  臺北市立民族

國民中學 

http://www.mtjh

.tp.edu.tw 
蔣佳良 邱慧英 李培彰 

[10673]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

路 4段 113 巷 13號 

chiang36@tp.edu.tw 校 

T：27322935 

   201 校 

   211 教 

   212 教學 

F：27325408 

5.  臺北市立螢橋

國民中學 

http://www.ycjh.

tp.edu.tw 莊志明 楊昊韋 邱傅鈞 

[100] 

臺北市中正區林興里

汀州街 3段 4號 

ming5212@gmail.com 

校 

dolphin@tp.edu.tw 教 

wmay@tp.edu.tw 教務 

T：23673381   

   288校 

   210教 

   212教學 

F：23686574 

6.  

臺北市立中正

國民中學 

http://www.ccjh

s.tp.edu.tw 余國珍 余志呈 唐家鳳 

[100] 

臺北市中正區新營里

愛國東路 158號 

t528@ccjhs.tp.edu.tw 教 

 

 

 

 

T：23916697 

   101校 

   201教 

   211 教學 

F： 

23568475校 

23213387教 

7.  臺北市立重慶

國民中學 

http://www.cchs.

tp.edu.tw 

薛仲平 張樹人 葉偉成 

[10368]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里

敦煌路 19號 

T：25948631 

   210校 

   220教 

   221教學 

http://www.tmjh.tp.edu.tw/
http://www.tmjh.tp.edu.tw/
mailto:amyy@tp.edu.tw
mailto:chang0611@tp.edu.tw
mailto:chang0611@tp.edu.tw
mailto:academic@mail.tkjhs.tpc.edu.tw
mailto:academic@mail.tkjhs.tpc.edu.tw
http://www.mtjh.tp.edu.tw/
http://www.mtjh.tp.edu.tw/
mailto:chiang36@tp.edu.tw
http://www.ycjh.tp.edu.tw/
http://www.ycjh.tp.edu.tw/
mailto:ming5212@gmail.com
mailto:dolphin@tp.edu.tw
mailto:wmay@tp.edu.tw
http://www.ccjhs.tp.edu.tw/
http://www.ccjhs.tp.edu.tw/
mailto:t528@ccjhs.tp.edu.tw
http://www.cchs.tp.edu.tw/
http://www.cch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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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F：25928834 

8.  臺北市立龍山

國民中學 

http://www.lsjh.t

p.edu.tw 
許珍琳 金惠琳 何鈞郁 

[108] 

臺北市萬華區富裕里

南寧路 46號 

mayjen@tp.edu.tw 校

長 

T：23362789 

   101校 

   200教 

   201教學 

F：23042287 

9.  臺北市立景美

國民中學 

http://www.cmjh

.tp.edu.tw 
吳秋麟 許水龍 王俊杰 

[11684] 

臺北市文山區景華里

景中街 27號 

T：89353130 

   101、102 校 

   201教 

   202教學 

F：29304612 

10.  臺北市立北投

國民中學 

http://www.ptjh.

tp.edu.tw 李素珍 蕭薇 楊雅琪 

[112]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

溫泉路 62號 

T：28912091 

   100校 

   200教 

   201教學 

F： 

28923691校 

28962044 教 

11.  臺北市立明德

國民中學 

http://www.mdj

h.tp.edu.tw 
曾美蕙 林凱瓊 林佳蓉 

[112] 

臺北市北投區建民里

明德路 50號 

T：28232539 

   101校 

   301教 

   302教學 

F：28232796 

12.  臺北市立石牌

國民中學 

http://www.spjh.

tp.edu.tw 
陳玲玲 呂明先 陳麗珠 

[11271]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里

石牌路 1段 139號 

T：28224682 

   212校 

   221教 

   222教學 

F：28265330 

13.  臺北市立東湖

國民中學 

http://www.dhjh.

tp.edu.tw/modul

es/news/ 

 

楊明惠 侯玉芳 溫書璇 

[11478]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

131號 

T：26330373 

601校 

621教 

622教學 

 

※國中－新北市淡水區 

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14.  新北市立淡水

國民中學 

http://www.tsjh

.ntpc.edu.tw/de

fault.asp 

 

林裕國 李安順 陳聰賢 

[25164]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里

真理街 10號 

chen5895@yahoo.com.

tw 校長 

shuli@mail.tsjh.tpc.edu

T：26218821 

   10校 

 12教 

 13教學 

F： 

26216867 校 

http://www.lsjh.tp.edu.tw/
http://www.lsjh.tp.edu.tw/
mailto:mayjen@tp.edu.tw
http://www.cmjh.tp.edu.tw/
http://www.cmjh.tp.edu.tw/
http://www.ptjh.tp.edu.tw/
http://www.ptjh.tp.edu.tw/
http://www.mdjh.tp.edu.tw/
http://www.mdjh.tp.edu.tw/
http://www.spjh.tp.edu.tw/
http://www.spjh.tp.edu.tw/
http://www.dhjh.tp.edu.tw/modules/news/
http://www.dhjh.tp.edu.tw/modules/news/
http://www.dhjh.tp.edu.tw/modules/news/
http://www.tsjh.ntpc.edu.tw/default.asp
http://www.tsjh.ntpc.edu.tw/default.asp
http://www.tsjh.ntpc.edu.tw/default.asp
mailto:chen5895@yahoo.com.tw
mailto:chen5895@yahoo.com.tw


3 

 

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tw 教務 

c@tpc.edu.tw 教學 

26263139 教 

15.  新北市立正德

國民中學 

http://www.jdj

h.ntpc.edu.tw/f

ront/bin/home.

phtml 

 

賴來展 包希姮 林守敏 

[251] 

新北市淡水鎮北興路

109 號 

master@mail.jdjh.tpc.e

du.tw 校長 

jd9704@mail.jdjh.tpc.e

du.tw  教務 

jd9311@mail.jdjh.tpc.e

du.tw 教學 

T：26236489校 

   26205136 

   110校 

   120 121教 

F：26236485 

16.  新北市立三芝

國民中學 

http://www.szj

h.ntpc.edu.tw/ 

 

曾靜悅 張家榮 陳曉琪 

[252] 

新北市三芝區淡金路

一段 38號 

szjhprincipal@gmail.co

m  

T：26362004 

   10校 

   14 教 

   13、15教學 

F：26362407 

 

※國中－新北市(公立)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17.  新北市立大觀

國民中學 

http://www.tkj

hs.ntpc.edu.tw/ 

 

顏學復 曾尚慧 林宜靜 

[220]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

街一號 

T：2272-5015 

811 教學 

18.  新北市立新埔

國民中學 

http://www.hpj

h.ntpc.edu.tw/ 

 許淑貞 楊春芳 魏碧玲 

[22051] 

新北市板橋市新海路

181 號 

principal@hpjh.tpc.edu

.tw 校長 

H211@hpjh.tpc.edu.tw

教務 

H212@hpjh.tpc.edu.tw 

教學 

T：22572275 

   888校 

   211 教  

   212 教學 

F：22591750 

19.  新北市立鶯歌

國民中學 

http://www.ykj

hs.ntpc.edu.tw/ 

 郭妙色 何春緣 洪靚恩 

[23942]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

路 108號 

chyrhome@tpc.edu.tw 校

長 fenghome@tpc.edu.tw

教務  

na2888@tpc.edu.tw 教

學 

T：26701461 

   221校 

   236教 

   233教學 

F：26796091 

20.  新北市立光榮

國民中學 

http://www.grj

梁坤明 蔡明真 陳芝仙 

[241] 

新北市三重市介壽路

26 號 

T：29721430 

   101 校 

   201 教 

mailto:c@tpc.edu.tw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mailto:master@mail.jdjh.tpc.edu.tw
mailto:master@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704@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704@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311@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311@mail.jdjh.tpc.edu.tw
http://www.szjh.ntpc.edu.tw/
http://www.szjh.ntpc.edu.tw/
http://www.tkjhs.ntpc.edu.tw/
http://www.tkjhs.ntpc.edu.tw/
http://www.hpjh.ntpc.edu.tw/
http://www.hpjh.ntpc.edu.tw/
mailto:principal@hpjh.tpc.edu.tw
mailto:principal@hpjh.tpc.edu.tw
mailto:H211@hpjh.tpc.edu.tw
mailto:H211@hpjh.tpc.edu.tw
mailto:H212@hpjh.tpc.edu.tw
http://www.ykjhs.ntpc.edu.tw/
http://www.ykjhs.ntpc.edu.tw/
mailto:chyrhome@tpc.edu.tw
mailto:fenghome@tpc.edu.tw
mailto:fenghome@tpc.edu.tw
mailto:na2888@tpc.edu.tw
http://www.grj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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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h.ntpc.edu.tw/ 

 

wv1005@yahoo.com.tw

教務 

   202 教學 

F：29789465 

21.  新北市立義學

國民中學 

http://163.20.1

2.10/default.as

p 
林翠雯 李雪芳 顏志宏 

[243]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

33 號 

leader@mail.yhjh.tpc.e

du.tw 校長 

tsengcc@mail.yhjh.tpc.

edu.tw 教務 

T：22961168 

   600校 

   100教 

   101教學 

F： 

22961362 校 

22977023 教 

22.  新北市立三多

國民中學 

http://www.sdj

h.ntpc.edu.tw/

manage/menter

2.asp?info=519 

 

林世慶 葉欣仁 王世慧 

[23876] 

新北市樹林區三多路

101 號 

T： 

8688-1501 

201 教 

203 教學 

 

F： 

8688-1514 

 

※高中－台北市、新北市(公立)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23.  臺北市立中正

高級中學 

http://www.ccsh

.tp.edu.tw/front/

bin/home.phtml 簡菲莉 曾祥瑞 鄒亞珊 

[11287]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

路 77號 

(02)28234811 

   100校 

   200教 

   210教學 

校長室專線

2823-9847 

F： 

2820-5927教 
 

24.  臺北市立大直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eb.dcsh.t

p.edu.tw/ 李世文 郭建誠 王秀勻 

[10462]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20號 

sryang@tp.edu.tw 校

長 

kuokuo@tp.edu.tw教

務 

dcsh122@ecsh.tp.edu.t

w劉澤宏教學組長 

T：25334017 

 111 校 

 121教 

 122 教學 

F： 

25339635校 

25338262教 

25.  臺北市立百齡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eb.blsh.t

p.edu.tw/ 

吳麗卿 廖志風 曹于婷 

[11167]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

四段 177號 

T：28831568 

   601校 

   102教 

   103教學 

F： 

28832945 校 

http://163.20.12.10/default.asp
http://163.20.12.10/default.asp
http://163.20.12.10/default.asp
mailto:leader@mail.yhjh.tpc.edu.tw
mailto:leader@mail.yhjh.tpc.edu.tw
mailto:tsengcc@mail.yhjh.tpc.edu.tw
mailto:tsengcc@mail.yhjh.tpc.edu.tw
mailto:tsengcc@mail.yhjh.tpc.edu.tw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mailto:sryang@tp.edu.tw
mailto:kuokuo@tp.edu.tw
mailto:dcsh122@ecsh.tp.edu.tw
mailto:dcsh122@ec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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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28827430 教 

26.  臺北市立南港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eb.nksh.t

p.edu.tw/ 劉葳蕤 陳育捷 林緯豈 

[115] 

北市南港區向陽路 21

號 

shyu@mail.nksh.tp.edu

.tw 校 

gb@mail.nksh.tp.edu.t

w 教務 

gb01@mail.nksh.tp.edu

.tw 教學 

T：27837863 

   211校 

   221教 

   222教學 

F：26546870 

27.  臺北市立麗山

高級中學 

http://www.lssh.

tp.edu.tw/ 

徐建國 柯明樹 周家祥 

[11452]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

二段 100號 

vnchen@lssh.tp.edu.tw 

校 

acad@lssh.tp.edu.tw 

教務 

acad1@lssh.tp.edu.tw 

教學 

 T:26570435 

   100 校 

   200 教 

   201 教學 

F: 87515841 

28.  臺北市立南湖

高級中學 

http://163.21.20

2.115/releaseRe

direct.do?unitID

=183&pageID=

3037 

 

孫蘭宜 楊廣銓 林靜怡 

[11486]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三段 220號 

T：26308889 

  401 校 

  601 教 

  609 教學 

F： 

26307187 校 

26307186 教 

29.  新北市立新北

高級中學 

http://163.20.18

0.11/default.asp  
江家珩 莫恆中 楊金川 

[241] 

新北市三重市三信路

1號 

 master@scsh.tpc.edu.t

w 校長 

stamp@scsh.tpc.edu.tw

教務 

 

T：28577326 

   300校 

   200教 

   201教學 

F：28576904 

30.  新北市立竹圍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ww.zwh

s.ntpc.edu.tw/

（完全中學） 

吳宗珉 楊憲勇 洪慧檣 

[251] 

新北市淡水鎮竹林路

35號 

T： 28091557 

    168校長 

    110教 

    111 教學 

 F：26242041 

 

 

 

※高中－基隆市 

mailto:shyu@mail.nksh.tp.edu.tw
mailto:shyu@mail.nksh.tp.edu.tw
mailto:gb@mail.nksh.tp.edu.tw
mailto:gb@mail.nksh.tp.edu.tw
mailto:gb01@mail.nksh.tp.edu.tw
mailto:gb01@mail.nksh.tp.edu.tw
mailto:vnchen@lssh.tp.edu.tw
mailto:acad@lssh.tp.edu.tw
mailto:acad1@lssh.tp.edu.tw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mailto:master@scsh.tpc.edu.tw
mailto:master@scsh.tpc.edu.tw
http://www.zwhs.ntpc.edu.tw/
http://www.zwhs.ntpc.edu.tw/
http://www.zwh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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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31.  國立基隆女子

高級中學 

http://www.klgs

h.kl.edu.tw/front

/bin/home.phtml 

 

曾華錚 蔡進裕 陳靜儀 

[201] 

基隆市東信路 324號 

T： 

24278274 

200教 

210教學 

 

 

※中學、高級中學-台北市、新北市(私立)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32.  臺北市私立復

興實驗高級中

學 

http://www.fhj

h.tp.edu.tw/ 
李  珀 鄭調榮 秦靜儀 

[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

路一段 262號 

polee@fhjh.tp.edu.tw 

校 

sykou@fhjh.tp.edu.tw教務 

chin@fhjh.tp.edu.tw教

學 

T：27715859 

   112 校 

   211 教 

   217 教學 

F：27763658 

   87715586校長 

33.  臺北市私立華

興高級中學 

http://www.hh

hs.tp.edu.tw/hu

axing/index1.a

spx 

梅瑞珊 呂日暖 侯淇晨 

[111] 

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

道一段 101號 

kf5457@mail.hhhs.tp.e

du.tw 教務 

hannah27@mail.hhhs.t

p.edu.tw 教學 

T：28316834 

   201 校 

   210  213教 

F：28310654 

34.  臺北市私立靜

修女子高級中

學 

http://www.bis

h.tp.edu.tw/ 
歐陽台

英 
蔡英華 李星雲 

[103]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

59 號 

o_principal@bish.tp.edu.t

w (校) 

yhtsai@bish.tp.edu.tw教

務 

shing030@bish.tp.edu.tw(

教學) 

T：25574345 

    101 校 

    201 教 

    207 教學 

F： 

25492215 校 

25575047 教 

35.  臺北市私立衛

理女子高級中

學 

http://www.wl

gsh.tp.edu.tw/

wesley/ 

吳家怡 廖韻芳 任書慧 

[111]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二段 321號 

T：28411487 

校 101 

教 102 

F：28413025 

36.  新北市私立淡

江高級中學  

http://www.tks

h.ntpc.edu.tw/ 

劉建政 王朝義   顧志華 

[251] 

新北市淡水鎮真理街

26 號  

T：2620-3850 

37.  臺北市私立靜 簡毓玲 徐聖惠 林珊吟 [106] T：29323118 

http://www.klgsh.kl.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klgsh.kl.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klgsh.kl.edu.tw/front/bin/home.phtml
mailto:polee@fhjh.tp.edu.tw
mailto:sykou@mail.fhjh.tp.edu.tw
mailto:chin@mail.fhjh.tp.edu.tw
mailto:kf5457@mail.hhhs.tp.edu.tw
mailto:kf5457@mail.hhhs.tp.edu.tw
mailto:hannah27@mail.hhhs.tp.edu.tw
mailto:hannah27@mail.hhhs.tp.edu.tw
mailto:o_principal@bish.tp.edu.tw
mailto:o_principal@bish.tp.edu.tw
mailto:liyen@bish.tp.edu.tw
mailto:shing030@bish.tp.edu.tw
http://www.wlgsh.tp.edu.tw/wesley/
http://www.wlgsh.tp.edu.tw/wesley/
http://www.wlgsh.tp.edu.tw/wesley/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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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心國民中小學 

http://www.chj

hs.tp.edu.tw/ 

臺北市文山區興福里

興隆路二段 46號 

120教 

121教學 

F：89318012 

 

※高工職－台北市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38.  臺北市立士林

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http://www.slh

s.tp.edu.tw/ind

ex.aspx 

 

黃贇瑾 周靜宜 闕雅純 

[11165] 

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50 號 

T：28313114 

   101校 

   201教 

   204實研組長 

F：28321534 

39.  臺北市立大安

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http://www.tai

vs.tp.edu.tw/ 
陳清誥 曾騰瀧 洪醒漢 

[10664]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

路二段 52號 

netadm@mail.taivs.tp.edu.t

w 

T：27091630 

1001 校 

1101 教 

1102 教學 

F： 

校 27090635 

教 27542075 

40.  新北市立淡水

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http://www.tsv

s.ntpc.edu.tw/ 

林恭煌 石明金 胡志成 

[251]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 號 

T：26203930 

201 校 

214 教 

F：26214620 

41.  臺北市私立協

和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 

http://www.hh

vs.tp.edu.tw/ 

胡樹斌 江錦煌 吳昇翰 

[11082]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790 巷 27號 

T：27276860校 

   27263380教

(專) 

F：27264848 

42.  臺北市私立育

達高級商業家

事職業學校  

http://www.yu

dah.tp.edu.tw/ 

劉育仨 吳櫻卿 林佩蓉 

[10553] 

台北市松山區寧安街

12 號 

T：25706767 

   104校 

   201教 

   202 教學 

F：25794109 

 

http://www.slhs.tp.edu.tw/index.aspx
http://www.slhs.tp.edu.tw/index.aspx
http://www.slhs.tp.edu.tw/index.aspx
http://ta.taivs.tp.edu.tw/mainteacher/SearchData.asp?TID=547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mailto:netadm@mail.taivs.tp.edu.tw
mailto:netadm@mail.taivs.tp.edu.tw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mailto:yd2331@yudah.tp.edu.tw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