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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衛室：7999 
 
教務處： 
第二會議室：7420 
印刷室：7419 
傳真：5977010  
註冊組：5978300 
櫃台：7000、7001 
王培柔：7003 
潘采琪：7006 
陳世玉主任：7005 
課務組： 5978301 
櫃台：7014 
鄭蕙欣：7002 
吳若瑄：7015 
任秋菊主任：7016 
綜合業務組：5978302 
陳昭瑜：7010 
曾慧珍：7011 
陳湘怡主任：7009 
教務長室 
黃啟明教務長：7008 
 

招生服務處：5978303 
櫃台：7700 
葉秀玲：7701 
陳思涵：7706 
蘇進東主任：7702 

 
學務處： 
傳真：5977049 
生活輔導組：5978305 
櫃台：7380、7381、7382 
蔡佳卿：7383 
高瑋秀：7385 
陳德海組長：7386 
住宿服務組：5978306 
楊翔印：7308 
湯采緹：7312 
黃懷寬：7310 
湯博仁：7311 
專線：5977303 
第一宿舍：5978341 

櫃檯：7074 
第二宿舍：5978342 

櫃檯：7312 
第三宿舍：5978343 

櫃檯：7075 
第四宿舍：5978344 

櫃檯：7100 
學務長室：5978304 
黃寶瑩：7345 
林青蓉：7339 
李蕙芳：7341 
王惠鈴：7342 
蔡文彬學務長：7343 
軍訓室：5978307 
櫃檯：7995、7301、7298 
徐鵬程：7299 
徐俊雄：7300 
彭敬輝：7303 
林崇城：7302、7304 
王銘鴻主任：7306 

校安中心執勤台：5977995 
緊急救助專線：5977020 
傳真：5977005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5978308 
櫃檯：7326、7329 
沈庭庭：7317 
鄒郁萱：7324 
黃文俐：7327 
許心馨：7330 
葉慶鴻主任(兼)：7313
實習心理師： 
櫃檯：7315、7328 
傳真：5977027 

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

5978309 
櫃檯：7405、7407、

7408、7314 
鄭平恩、吳見馨：7401 
蕭憶璇：7403 
林莉矜：7409 
施怡安：7316 
王詠蕎：7325 
葉慶鴻主任：7402 
傳真：5977206 
衛保組：5978310 
李珀儀：7029 
王美淑組長：7027 

健康中心：7030 
課指組：5978311 
櫃檯：7035 
王琦豪：7033 
周樞宜：7034 
李品潔組長：7036 
傳真：5977030 
學生會：7707 
畢聯會：7709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施詩庭：7031 
 

總務處：5978312 
櫃檯：7053 
陳彥君總務長：7069 
國際會議廳：7050 
國際會議廳貴賓室：7051 
傳真：5977016 
文書組： 
郵件查詢：7067 
林玲利：7055 
事務組： 
吳叡雯：7070 
黃秀玲：7066 
莊志安組長：7065 
保管組： 
童盈子：7068 
邱瑜琪組長：7063 
營繕組： 
櫃台：7950 
蘇吟天：7059 
莊志安組長：7071 
出納組：5978313 
櫃檯：7750 
胡碧娥：7751 

王寵傑：7752 
邱莉晏組長：7753 
傳真：5977050 
安全衛生室：5978314 
櫃檯：7779 
董月梅主任：7769 
節能中心： 
櫃檯：7952 
鄭至焜主任：7951 

 
人事室：5978315 
黃姝香老師：7081 
侯廣慧老師：7082 
黃琡娜：7083 
林雅淳：7086 
張晴雯：7087 
林美齡：7088 
辜仲明副主任：5189 
吳祥祺主任：7089 
傳真：5977080 
 

會計室：5978316 
櫃台：7091、7095 
陳青香：7090 
羅游文：7094 
汪芝菡：7096 
廖詩涵：7097 
王昭雯：7098 
歲計組彭月琳組長：7092 
會計組王盈茹組長：7093 
主任：7099、5977097 
傳真：5977090 
 

進修部: 5978317 
櫃台: 7105、7106 
招生組: 

許嘉鳳:7148 
楊杏翬組長:7108 
註冊組: 

陳緻貞:7111 
李畇緗組長:7109 
課務組: 7107 
曾國華老師: 7144 
林睿羚:7102 
任秋菊組長:7103 
學輔組: 

李畇緗組長:7109 
總務組莊志安：7071 

賴昆男:7146 

陳彥勳主任:7149 

傳真：5977100 
 

圖書館：5978320 
一樓櫃台：7121 
李芳姿：7128 
張雅雯：7129 
讀者服務組組長：7125 
技術服務組 

董淑琴組長：7124 
李分明館長：7126 
傳真：5977127 

 
計算機中心：5978321 

櫃檯：7175、7176、7177 
郭永隆：7170 
鄭偉升：7171 
陳晉賓：7173 
陳森泰：7174 
機房：7373 
行政組江孟書(兼)：7172 
網路組鄭偉升組長：7178 
江孟書主任：7172 
即測即評試務中心：

5978322 
沈珺婷：7179 
資訊系統整合中心： 
櫃台：7815、7816 
翁泳聰：7817 
鄭文彬：7819 
謝幸雅：7820 
詹豐旭主任：7821 
 

校長／秘書室：5978324  
櫃台：7181、7183、7185 
李佳芸：7187 
王世杰主任：7166 
第一會議室：7180 
傳真：5977186 
稽核組： 

黃慧珠：7182 
陳麗如組長：7189 
校友發展中心：5978326 
櫃檯：7289 
羅瑞誠主任(兼)：7288 
ROTC 招募中心： 
劉治本：7732 
鄒應乾：7731 
陳模範主任：7733 
 

行政副校長室：7182 
 
招生副校長室： 
櫃檯：7256 
盧秀鳳：7254 

產學副校長室： 
鄭羅以：7932 
陳世屏：7933 

學術副校長室：5978325 
櫃檯：7270 
楊麗真執行秘書：7271 

校務研究辦公室： 
林川田：7478 
吳俊德副主任：7479 

USR 專案辦公室： 
櫃台：7969 
陳詠璿：7970 
詹添印主任：7971 

 
教學資源中心：

5978327、5978328 
櫃台：7191 
訓練教室：7199 
會議室：7190 
傳真：5977190 
教師教學發展組： 
劉靜雯：7195 

學生學習輔導組： 
盧依琪：7205 
教學媒體製作組： 
櫃檯：7204、7193 
趙文琦：7203 
陳政德組長：7194 
教學評鑑研究組： 
櫃台：7206、7197 
邱家菉：7207 
主任室： 
陳逸謙主任：7192 

 
研究發展處：5978329 
櫃檯：7274 
黃雋雯：7273 
曾春惠：7272 
陳惠俐副研發長：7978 
產學研發中心： 
梁嘉真：7276 
張世鄉主任：7277 
技能檢定中心： 

林玉娟：7278 
曾國華主任：7279 
研發長室 
蔡若鵬研發長：7275 

 
教育推廣部：5978331 
櫃檯：7243 
吳蕙伶：7241 
王奕蓁：7244 
粘孝堉主任：7245 
傳真：5977207 
 

產業聯絡行銷總中心：5978332 
陳亭璇：7216 
創新育成中心：5978334 
周雅燕主任：7893 

 

國際專修部：5978330 
余伯泉：7480 
傳真：5977489 
華語書院： 
盧秀鳳執行主任：7488 
黃琡娜：7483 
侯廣慧老師：7082 
國際交流中心： 
張光信：7481 
張彥輝主任：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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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5978346 

櫃檯：7504 
楊家琦：7505 
蔡玲玲主任：7501 

服務學習組： 
黃慧玲：7502 
郭國棟組長：7500 

教學組： 
黃秀仍組長：7506 

藝文中心： 
許維屏主任：7507 
藝文展覽廳：7508 

語文中心：5978347 
櫃台：7983 
靳鴻楷：7981 
蔡玲玲主任(兼)：7982 

體育教學中心：5978348 
高裕翔：7131 
陳彥君：7130 
連惟昱主任：7132 
傳真：5977130 
教學組： 

櫃檯：7133 
莊美華、劉志華：7134 
競賽、場地器材組： 

高裕翔：7140 
 

工程學院：5978349 

櫃檯：7593 
呂沛珍：7591 
陳世宏副院長(藍海)：5840 
陳炘鏞院長：7592 
傳真：5977590 

機械工程系(所)：5978352 
櫃檯：7511 
劉香君：7512 
李晉陞：7513 
趙宜武：7515 
汽車工廠：7519 
朱清俊主任：7514 
傳真：5977510 

自動化控制系： 
櫃檯：7512 

飛機修護系：5978354 
余明娟：7562 
黃俊榮副主任：5321 
林松義主任：7561 

電機工程系(所)：5978355 
櫃台：7578 
張志立：7575 
劉堂仁副主任：5348 
盧宜裕主任：7576 

資訊工程系：5978356 
櫃檯：7540 
江靜誼：7541 
林炳辰副主任：5313 
蔡政達主任：7542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5978357 
櫃檯：7588 
郭家寧：7585 
錢暐達副主任：5351 

沈銘秋主任：7586 
 

管理暨設計學院：5978350 

櫃檯：7600 
金麗娟：7690 
賴春美副院長：7693 
陳正哲院長：7692 

工業設計系：5978358 
櫃台：7522 
林素霞：7523 
陳正哲主任(兼)：7521 

數位媒體設計系：5978359 
櫃台：7653 
林素霞：7652 
何瑞峰主任：7655 

創新商品設計與創業管

理系(所)：5978360 
櫃檯：7661 
王晨豐：7663 
余國訓主任：766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所)：
5978363  
馬克町(三德樓)：7899 
櫃檯：7611、7613 
余國訓主任(兼)：7612 
傳真：5977620 

企業管理系：5978350 
金麗娟：7690 
陳柑副主任：5217 

羅瑞誠主任：7666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 

5978364 
蔡宇宗：7603 
顏郁人副主任：5850 
林秀穎副主任：5889 
蕭慧德主任：7604 
系辦公室：7601 
系學會辦公室：7796 

流行音樂產業管理系：

5978370 
黃英瑱：7667 
宋振富：7669 
林韻茹副主任：7670 
蘇通達主任：7668 
 

餐旅休閒學院： 

吳珮鈴：7242、7696 
蔡若鵬院長：7275 

餐飲管理系(所)：5978365 
會議室： 7626 
櫃檯：7635、7637 
謝錦良：7625 
黃姿瑛：7629 
蔡成章：7630 
盧佳玲：7632 
金鈺瑾：7640 
林綉敏主任：7631 
中西餐實習教室：7624 
葡萄酒品評教室：7640 
第二學生餐廳：7638 
調飲實習教室：7639 

食品安全衛生實驗室：7964 
傳真：5977630 

觀光英語系：5978366 
陳淑娟：7641 
陳雅韻副主任：5459 
卜令楨主任：7642 
傳真：5977980 

休閒運動管理系(所)：5978367 
實習餐廳：7675 
櫃檯：7678、7680 
陳奕琳：7679 
潘恆堯副主任：5407 
黃啟明主任(兼)：7677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5978368 
吳珮鈴：7551 
侯廣慧副主任：5200 
蔡若鵬院長(兼)：7552 

旅遊事業管理系：5978369 
陳淑娟：7685 
卜令楨主任(兼)：7686 
 

研究總中心： 

運動行銷中心：5978323 
櫃檯：7714 
徐倚悅：7712 
林琝達：7713 
曾昭仁：7710 
洪文藝主任：7715 
傳真：5977134 
 

文創娛樂發展中心： 
蘇通達主任：7668 

 
三創教育中心：5978335 
櫃台：7921 
王儷儒：7911 
劉芮岑：7912 
活動企劃組：7913 
創意發展組：7914 
陳玉崗主任：7910 
專利諮詢室：7923 
傳真：5977912 
 

永續材料研發中心：

5978338、5978339 
辦公室櫃檯：7884 
鄭雅文：7885 
羅郁淳：7886 
實習工廠會議室：7872 
檢測實驗室：7871 
王禎呈：7876 
陳尚民：7878 
官振豐：7879 
李相明：7882 
石佳芬：7887 
謝忠憲：7890 
陳嘉勳主任：7888 
傳真：5977208 

 
生物科技研發中心：5978337 
櫃檯：7992、7997 
林孟撰：7984 

張哲維：7988 
陳文奕：7986 
林美素：7991 
薛耀晴：7994 
許顯榮主任：7990 
傳真：5977990 
 

綠能材料研究中心：5978340 
櫃檯：7904 
陳俊良：7903 
陳柏州：7905 
葉峻鳴：7906 
謝宛津：7908 
陳智成主任：7907 
傳真：5977909、5977907 
貴儀實驗室：7901 
詹峻嵩：7902 

 
校外單位： 

全民運動中心：5978336 
櫃檯：7721 
陳凱伶：7723 
 
茶樣子：5977012 
 
咖啡。樹：3950 
 
陶喜：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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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室分機號碼一覽表 

系所 級職 姓名 分機 

機械工
程系 

教授 王振興 5260 

教授 陳炘鏞 5243 

教授 張世鄉 5422 

教授 鄭博仁 5430 

教授 廖德潭 5830 

教授 劉國基 5839 

教授 楊錫凱 5843 

教授 詹添印 5831 

副教授 陳惠俐 5372 

副教授 曹以明 5242 

副教授 朱清俊 5416 

副教授 周德明 5842 

助理教授 朱弋鵬 5415 

助理教授 曾國華 5428 

助理教授 陳世宏 5840 

飛機修
護系 

教授 林俊鋒 5364 

副教授 張偉國 5773 

副教授 龔傑 5378 

副教授 嚴考豐 5354 

副教授 林松義 5363 

助理教授 張名輝 5241 

助理教授 黃俊榮 5321 

   
電機工
程系 

教授 謝正雄 5580 

教授 顏豪呈 5265 

副教授 楊隆生 5410 

副教授 盧宜裕 5408 

副教授 林家慶 5393 

副教授 劉堂仁 5348 

副教授 黃仲麒 5244 

副教授 鄭至焜 5400 

助理教授 陳國光 5402 

助理教授 王順記 5389 

資訊工
程系 

副教授 魏永強 5353 

副教授 蔡政達 5319 

助理教授 蘇進東 5324 

助理教授 黃姝香 5317 

助理教授 郭永隆 5316 

助理教授 葉慶鴻 5314 

助理教授 林炳辰 5313 

講師 王善揚 5310 

 

 

冷凍空
調與能
源系 

教授 林建南 5838 

副教授 許顯榮 5791 

副教授 蔡俊欽 5412 

副教授 沈銘秋 5417 

冷凍空 助理教授 姚俊敏 5772 

系所 級職 姓名 分機 

調與能
源系 

助理教授 錢暐達 5351 

助理教授 彭新志 5340 

講師 李登山 5342 

工業設
計系 

教授 吳宗謀 5288 

助理教授 吳祥祺 5405 

數位媒
體設計
系 

教授 蔡玲玲 5259 

副教授 何瑞峰 5877 

助理教授 陳逸謙 5334 

助理教授 謝景晨 5311 

講師 郭明達 5332 

講師 陳鴻彬 5325 

創新商
品設計
與創業
管理系 

教授 陳玉崗 5369 

教授 趙嗣強 5661 

教授 李國龍 5360 

副教授 李明興 5212 

副教授 王淑慧 5211 

副教授 林熴章 5223 

副教授 王世杰 5356 

助理教授 游淑斐 5297 

行銷與
流通管
理系 

教授 陳正哲 5871 

教授 賴春美 5870 

教授 謝盛文 5880 

副教授 余國訓 5249 

副教授 吳敏萍 5337 

助理教授 張彥輝 5872 

助理教授 拾曉珮 5868 

助理教授 粘孝堉 5256 

助理教授 柴康偉 5254 

企業管
理系 

副教授 周萍芬 5213 

副教授 林素吟 5216 

助理教授 詹惠君 5329 

助理教授 陳柑 5217 

助理教授 許鈴金 5513 

助理教授 林俊圻 5328 

   
多媒體
與遊戲
發展管
理系 

副教授 蕭慧德 5233 

副教授 卜令楨 5186 

助理教授 顏郁人 5850 

助理教授 林秀穎 5889 

助理教授 江孟書 5311 

助理教授 郭蕭禎 5333 

   

餐飲管
理系 

教授 蔡若鵬 5320 

副教授 蔡文彬 5863 

副教授 陳德海 5437 

副教授 林綉敏 5439 

餐飲管
理系 

副教授 蔣丞哲 5231 

助理教授 李尚穗 5776 

系所 級職 姓名 分機 

助理教授 汪明傑 5511 

助理教授 楊順龍 5441 

助理教授 謝錦良 5442 

助理教授 顏國雄 5418 

助理教授 黃秀仍 5298 

助理教授 李尚穗 5443 

講師 林憲徽 5294 

觀光英
語系 

副教授 李分明 5512 

講師 陳雅韻 5459 

講師 徐定華 5456 

休閒運 
動管理 

系 

副教授 王月雲 5199 

副教授 周美利 5251 

副教授 黃啟明 5208 

副教授 陳彥勳 5230 

助理教授 洪文藝 5278 

助理教授 連惟昱 5291 

助理教授 張美玲 5274 

助理教授 劉小曼 5268 

助理教授 潘恆堯 5407 

助理教授 周雅燕 5214 

講師 謝碧華 5307 

化妝品
應用與
管理系 

副教授 李明峻 5764 

助理教授 陳柏翰 5761 

助理教授 楊永雯 5302 

講師 侯廣慧 5200 

講師 劉容綺 5759 

旅遊事
業管理
系 

教授 陳天惠 5875 

副教授 陳麗如 5228 

助理教授 吳炳南 5184 

助理教授 徐憲宏 5222 

講師 吳崑旭 5250 

講師 王鈞鈴 5451 

講師 陳志豪 5293 

通識教
育中心 

副教授 蔡成章 5206 

副教授 許維屏 5289 

副教授 莊美華 5285 

講師 羅娓淑 5308 

流行音
樂產業
管理系 

副教授 蘇通達 5190 

助理教授 吳俊德 5327 

講師 鍾興國 5195 

講師 林韻茹 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