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信箱

A1 師範學院 秘書 姜曉芳 2263411轉1501 coledu@mail.ncyu.edu.tw

1 教育學系 專案組員 林心柔 2263411轉1801 educat@mail.ncyu.edu.tw

2 輔導與諮商學系 專案組員 楊雅琪
05-2263411轉

2603
fegs@mail.ncyu.edu.tw

3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組員 李麗卿 2263411轉3001 dpe@mail.ncyu.edu.tw

4 特殊教育學系 主任 林玉霞 937476251 yulin@mail.ncyu.edu.tw

5 幼兒教育學系 組員 張劉華芬 2263411轉2201 eche@mail.ncyu.edu.tw

6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

究所
專案組員 廖敏秀 2263411轉2221 gieapd@ mail.ncyu.edu.tw

7 數理教育研究所 助教 侯惠蘭 2263411轉1901 gimse@mail.ncyu.edu.tw

8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

系
助教 蕭蘭婷 2263411*1511 etech@mail.ncyu.edu.tw

9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
教授 楊正誠 2263411轉2430 yccjason@mail.ncyu.edu.tw

A2 人文藝術學院 助教 林昭慧 2901 soarts@mail.ncyu.edu.tw

10 中國文學系 組員 廖淑員 2101 chineselit@mail.ncyu.edu.tw

11 視覺藝術系 組員 陳昭惠 2801 art@mail.ncyu.edu.tw

12 應用歷史學系 組員 廖昭雄 2001 ncyuhg@mail.ncyu.edu.tw

13 外國語言系
組員

辦事員

林家安

蔡宜蓉

2151

2152
dfl@mail.ncyu.edu.tw

14 音樂學系 組員 范心怡 2701 music@mail.ncyu.edu.tw

A3 管理學院 專案工作人員 莊意蘭 2732804 yoyoluang@mail.ncyu.edu.tw

15 企業管理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鄧伊彤 2732825 dpba@mail.ncyu.edu.tw

16 應用經濟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史雅芳 2732852 dpae@mail.ncyu.edu.tw

17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蔡依珊 2732872 dpaa@mail.ncyu.edu.tw

18 資訊管理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侯怡甄 2732892 mis@mail.ncyu.edu.tw

19 財務金融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黃依玲 2732869 dpbf@mail.ncyu.edu.tw

20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何宜娥 2732823 marketing@mail.ncyu.edu.tw

21 管院碩士在職專班 專案工作人員 邱語嫻 2732806 emba@mail.ncyu.edu.tw

22
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
專案工作人員 呂乃廸 2732817 mtm@mail.ncyu.edu.tw

A4 農學院 組員 呂美娟 2717602 agricol@mail.ncyu.edu.tw

23 農藝學系 技士 溫英煌 2717381 agri@mail.ncyu.edu.tw

24 園藝學系 技士 莊畫婷 2717421 hortsci@mail.ncyu.edu.tw

25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技士 蘇碧華 2717461 forestry@mail.ncyu.edu.tw

26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契僱技士 潘靜茹 2717491
Fps@mail.ncyu.edu.tw

Jingru@mail.ncyu.edu.tw

27 動物科學系 組員 潘建齊 2717522 ans@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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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技工 葉芳珓 2717751
bioagriculture@mail.ncyu.edu.

tw

29 景觀學系 技佐 楊惟迪 2717633 landscape@mail.ncyu.edu.tw

30 植物醫學系 契僱技士 張光維 2717450 plantm@mail.ncyu.edu.tw

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專案人員 侯燕雪 2717600 agromail@mail.ncyu.edu.tw

32
農學院農業科技全英碩

士學位學程
執行長 王文德 2717772 wangw4@mail.ncyu.edu.tw

33 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專案人員 侯燕雪 2717600 impas@mail.ncyu.edu.tw

34
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

學程
專任助理 李宜樺 2717402 fm@mail.ncyu.edu.tw

A5 理工學院 技工 劉美娟 7706 chuan001@mail.ncyu.edu.tw

35 電子物理學系 契僱組員 羅淑月 7911 dap@mail.ncyu.edu.tw

36 應用化學系 組員 陳怡諭 7899 appchem@mail.ncyu.edu.tw

37 應用數學系
系主任

助教

林仁彥

曾采雯

7860

7861

jylin@mail.ncyu.edu.tw

math@mail.ncyu.edu.tw

38 資訊工程學系 專案組員 李菽豐 7740 csie@mail.ncyu.edu.tw

39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專案辦事員 唐靖雯 7641 bioeng@mail.ncyu.edu.tw

40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系主任 陳建元 7686
chienyuc@mail.ncyu.edu.tw

civil@mail.ncyu.edu.tw

41 電機工程學系 技工 賴姿螢 7588 eeeng@mail.ncyu.edu.tw

42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專案組員 莊富琪 7560 energy@mail.ncyu.edu.tw

A6 生命科學院 組員 林淑娟 05-2717930 lifescience@mail.ncyu.edu.tw

43 食品科學系 專案組員 林徽娟 05-2717591 fst@ mail.ncyu.edu.tw

44 水生生物科學系 專案組員 謝恩頌 05-2717841 aquabio@mail.ncyu.edu.tw

45 生物資源學系 專案組員 沈枚翧 05-2717811 hsuan@mail.ncyu.edu.tw

46 生化科技學系 專案辦事員 黃裕之 05-2717786 biotech@mail.ncyu.edu.tw

47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

系
專案組員 黃子娟 05-2717830 apmicro@mail.ncyu.edu.tw

48
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

位學程
專案辦事員 鄭靜芬 05-2717896 chinfen@mail.ncyu.edu.tw

A7 獸醫學院 技士 羅欣嵐 2918、2919 arashi99@mail.ncyu.edu.tw

49 獸醫學系 技士 羅欣嵐 2918、2919 arashi99@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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