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各單位電話號碼表(總機:2263411)
副 校 長 室 體 育 室

副校長 張俊賢 1000 主任 鍾宇政 1261 院長 陳明聰 1500 院長 陳茂仁 2900 會議室 1391
教 務 處 組員 林玥君 1262 副院長 劉文英 1503 副院長 張家瑀 2906 學生活動中心

教務長 鄭青青 1117 司令臺 郭恆源 1273 秘書 姜曉芳 1501 助教 林昭慧 2901 學生議會 1224
教務組組長 林明儒 1100 專線 專案組員 劉嘉鳳 1502 專案辦事員 江佳潔 2908 游泳池 1272

組員 蕭茗珍 1111 圖 書 館 專線 工讀生 2909 工友休息室 5002
組員 陳怡如 1112 館長 廖瑞章 1600 專線 外勤工休息室 5006

專案臨時辦事員 黃慶郁 1115 分館主任 張智雄 1620 系主任 王秀鳳 1510 人文藝術中心 電工室 8006
技工 王莉莉 1113 專員 何雅婷 1632 助教 蕭蘭婷 1511 主任 胡惠君 2920 一樓餐廳

工讀生 1116 專案書記 石素珍 1622 專線 專案書記 郭麗 2921 二樓餐廳 5007
專線 專案組員 吳一宏 1621 文具部 5009

專案辦事員 李姿青 1630 系主任 張淑媚 1800 主任 莊淑瓊 2931 嘉大附小/專線 2788002
學務長 唐榮昌 1200 組員 康舒茜 1640 專案組員 黃貞瑜 1801 工讀生 2930 男 生 宿 舍

學務組組長 吳光名 1210 一樓服務臺 1641 工讀生 1802 專線 管理員 曹國樑 6111
專員 林明衡 1221 一樓專線 專線 值勤室 6104

辦事員 劉曉華 1212 二樓參考諮詢 1631 工讀生 2401 系主任 池永歆 2000 舍長室 6105
王姿尹 1216 二樓專線 工讀生 2402 組員 廖昭雄 2001 6106、6110
丁瑞霞 1211 工讀生 2002 專線
工讀生 1214 主任 陳珊華 1750 副主任 葉連祺 2420 專線 女 生 宿 舍

專線 教育課程組長 林郡雯 1751 專案組員 廖敏秀 2421 管理員 鄭夙惠 7101
學輔中心 組員 吳兆騰 1752 工讀生 2422 系主任 曾金承 2100 舍長室 7103

諮商心理師 江玉靖 1227 專案組員 陳菁燕 1753 組員 廖淑員 2101 工讀生 7110、7111
諮商心理師 施佩瑄 1226 實習輔導組長 陳昭宇 1755 副主任 姚如芬 1900、1970 2102 大  學  館

實習生 1228 組員 施政豪 1756 助教 侯惠蘭 1901 專線 組員 楊睿峰 8001
專線 專案組員 羅嘉琪 1757 專線 工讀生 8003

特資中心 綜合行政組長 陳惠蘭 1758 工讀生 1971、1972 系主任 龔書萍 2150 專線
督導 江秋樺 1254 專案辦事員 吳佳蓁 1759 專案組員 蔡宜蓉 2152 演講廳報到處 8009

輔導員 施雅碧 1215 工讀生 1771-1775 系主任 宣崇慧 2200 專案辦事員 林佳蓉 2151 演講廳控制處 8013
輔導員 魏瑞霙 1253 專線 組員 徐蓉偵 2201 工讀生 2153、2156 演講廳貴賓休息室 8014

專線 電 算 中 心 工讀生 2202 專線 演藝廳控制處 8011
職涯中心 遠距教學組組長 邱柏升 2506 專案辦事員 朱璦羚 2203 演藝廳舞臺 8012

組員 吳秀香 1242 程式設計師 沈意清 2500 專線 系主任 謝士雲 2700 大學館中庭 8010
軍訓組 技士 沈玟君 2501 專案組員 范心怡 2701 三F國際控制處 8021

軍訓教官 郭寸桃 1251 專案技士 周志宏 2502 系主任 吳雅萍 2300/2325 工讀生 2703 三F國際研討室 8022
專案輔導員 高偉比 1250 工讀生 2503 組員 莊筑貽 2320 專線 消防控制區 8023
專案輔導員 趙文菁 1252 專線 特教中心/專案組員 江雪碧 2321

專線 2264105(FAX) 特教中心/助理 李懿儒 2322 系主任 謝其昌 2800
健康中心 主任 蔡雅琴 1701 諮詢專線 組員 胡凱綸 2801

專案護理師 王姿雯 1233 外語組組長 郭珮蓉 1701 工讀生 2802、2804
職護 温淑如 1234 專案組員 石螢螢 1701 主任 吳雅萍 2303 專線

專線 專線 2305

總務長 朱健松 1300 系主任 張高賓 2600
總務組組長 林金龍 1320 專案辦事員 葉雅玲 2602

組員 楊睿峰 8001 專案組員 楊雅琪 2603
辦事員 楊淨文 1312 契顧書記 李幸芳 2604

專案辦事員 陳首文 1323 專線
工讀生 1311、1331

專線 系主任 黃芳進 3000
組員 李麗卿 3001

警衛室 5010-12
專線 2269610 專案辦事員 陳俊杰 2432

專任助理 2430、2431
專任助理 2433、2434

2264621(FAX)

2263624 // 2266604(FAX)

2066370(FAX)

學生事務處

2268175(FAX)

2269375(FAX)

2266540(FAX)

2266570(FAX)

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2264643(FAX)

2065673(FAX)

應用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數理教育碩士班

2263554(FAX)

2064220 //2061174(FAX)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2263645// 2266554(FAX)

幼兒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特教中心)

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

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2266596(FAX)

2264124 // 2060598(FAX)

2065115(FAX)

語 言 中 心
2264107(兼FAX)

2269631(FAX)

總 務 處
2262761(FAX)

其   他

2064350(FAX)

師 範 學 院 人文藝術學院

1223  專線2061354

5008  專線05-2267818

2269540(FAX)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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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781(FAX)

視覺藝術學系暨研究所

音樂系暨研究所

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

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2063072(FAX)

2266504(FAX)

師資培育中心

2269220(FAX)

2062328(FAX)

2266568(FAX)

2063703(FAX)

2269304// 2260582(F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