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校區行政單位電話號碼表
傳真 2717046 專門委員 沈盈宅 7156 組員 蔡崇元 7197 專案工作人員 曾士軒 7262

校       長 邱義源 7100 組員 劉　語 7177 研發長 林翰謙 7160 侯秀靜 7197 專案工作人員 賴南豪 7261 院長 周世認 7600 院長 洪滉祐 7700 院長 朱紀實 7930
特別助理 朱政徳 7002 學務長 劉玉雯 7400 總務處傳真 2717115 簡任秘書 鄭榮輝 7161 傳真 2717195 專案工作人員 侯坤良 7261 特別助理 詹昆衛 7600 特別助理 陳瑞彰 7703 特別助理 張心怡 7932
公關組組長 張  雯 7002 秘書 陳惠蘭 7054 事務組長 洪泉旭 7110 綜合企劃組組長 楊弘道 7161 專案工作人員 游育雯 7268 院辦公室 呂美娟 7602 院辦公室 簡麗純 7706 院辦公室 林淑娟 7932

專員 王秀娟 7003 傳真 2717057 專員 周育慶 7111 組員 許鈵鑫 7162 主任 蘇耿賦 7270 專案工作人員 唐周源 7261 蔡秋美 7603 張麗明 7706 林清花 7933

陳秋玉 7003 生活輔導組組長 朱健松 7050 組員 鍾明仁 7111 技術合作組組長 潘宏裕 7161 教學組長 吳昶潤 7271 專案工作人員 徐家祥 7262 傳真 2717601 傳真 2717705 專案工作人員 鄭靜芬 7896

傳真 2717006 輔導員 陳中元 7052 技士 張如松 7111 專員 蔡任貴 7162 場地組長 康風都 7271 專案工作人員 吳怡樺 7147 農藝系主任 黃文理 7380 電物系主任 陳思翰 7910 傳真 2717931

組員 賀彩清 7053 組員 吳榮山 7111 專案工作人員 楊宗鑫 7163 訓練組長 鍾宇政 7271 網路電腦維修 7251 系辦公室 溫英煌 7381 系辦公室 羅淑月 7911 食品系所主任 吳思敬 7590
學術副校長 艾  群 7200 組員 陳淑芬 7053 組員 蘇美蓉 7112 傳真 2717165 組員 凃博榮 7271 傳真 2717263 傳真 2717386 傳真 2717909 系辦公室 任綉欽 7591

宋聖玲 7015 品德輔導員 江妮玲 7052 組員 陳雅萍 7112 育成中心主任 劉耀中 7293 傳真 2717276 園藝系主任 洪進雄 7420 應化系主任 古國隆 7998 專案工作人員 林徽娟 7592

傳真 2717016 曾淑惠 7052 書記 蔡仲瑜 7112 專案經理 黃振瑋 7293 中心主任 劉啟東 7137 系辦公室 莊畫婷 7421 系辦公室 陳怡諭 7899 食品工廠主任 呂英震 7615
行政副校長 吳煥烘 7201 傳真 2717055 專案工作人員 鄭鈺潔 7112 專案副理 7293 主任 陳碧秀 7170 簡任秘書 吳子雲 7137 傳真 2717427 化學準備室 陳敬忠 7902 專案工作人員 孫士雯 7617

歐淑惠 7198 軍訓組組長 王正甫 7310 專案秘書 黃姝綺 7293 蘭潭分組長 郭介煒 7171 環境保護組組長 侯新龍 7137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主任 何坤益 7460 傳真 2717901 傳真 2717596

7199 教官 王正甫 7311 出納組長 謝婉雯 7120 傳真 2717294 教官 何俊德 7171 組員 蕭傳森 7137 系辦公室 蘇碧華 7461 應數系主任 陳榮治 7860 水生系所主任 陳哲俊 7840

教官 張崇孝 7311 組員 許聰美 7121 創新育成大樓 7307/7309 劉麗雲 7171 技佐 方珣 7137 傳真 2717467 系辦公室 曾采雯 7861 專案工作人員 謝恩頌 7841
主任秘書 李安進 7005 教官 陳慧芳 7311 組員 蔡依穎 7121 傳真 2717296 張麗貞 7172 職業安全衛生組組長 陳清玉 7886 木質設計系主任 蘇文清 7490 傳真 2717869 傳真 2717847

專門委員 范惠珍 7007 教官 陳美樺 7311 組員 楊雅雲 7121 專案工作人員 莊秀玉 7172 專案工作人員 杜彩霞 7886 系辦公室 陳震寬 7491 生機系主任 連振昌 7640/7972 生資系所主任 鍾國仁 7810
綜合組組長 許文權 7011 教官 何俊德 7312 辦事員 鄧琇云 7122 國際事務長 李瑜章 7299 傳真 2717178 傳真 2717888 傳真 2717497 系辦公室 謝秀娟 7641 組員 王雯慧 7810
校友組組長 侯金日 7012 教官 方瑞華 7312 專案工作人員 吳美瑾 7121 國際學生事務組長 楊美莉 7296 動物科學系主任 陳國隆 7546 傳真 2717647 系辦公室 7811

秘書 楊詩燕 7009 教官 吳富玉 7312 專案工作人員 李秋霞 7122 國際合作組長 陳希宜 7297 館長 陳政見 7230 主 任 翁義銘 7180 系辦公室 蔡幸娟 7522 實習工場主任 洪敏勝 7674 傳真 2717816

專員 王麗雯 7010 教官 王志清 7311 專案工作人員 謝明潔 7122 專案工作人員 蔡浟錡 7298 組員 吳永勤 7236 行政組長 李佩倫 7181 傳真 2717527 技士 林文進 7658 微免系主任 翁炳孫 7784

書記 黃春益 7008 教官 蔡銘燦 7311 保管組長 李宜貞 7140 專案工作人員 7298 採編組長 鄭毓霖 7231 教學組長 劉馨珺 7181 動物試驗場場長 吳建平 7521 土木系主任 林裕淵 7680/7714 專案工作人員 黃子娟 7830

王淑慎 7008 賃居輔導員 韋振群 7312 技士 許榮鍾 7141 專案工作人員 蕭琬儒 7298 組員 周士茹 7232 專案工作人員 黃齡儀 7181 辦公室 葉慶賢 7521 系辦公室 李美齡 7681 傳真 2717831

傳真 2717013 傳真 2717318 組員 蕭幸芬 7141 傳真 2717297 專案工作人員 張君夷 7232 專案工作人員 林慧婷 7181 周洪世明 7521 傳真 2717693 生化系主任 陳瑞祥 7781
課外活動組長 詹明勳 7060 辦事員 楊睿峰 7141 專案工作人員 陳昭君 7232 傳真 2717182 景觀學系主任 陳本源 7632 材料場主任 陳建元 7695 專案工作人員 葉雅真 7786

教務長 徐志平 7300 輔導員 7066 專案工作人員 呂美麗 7142 主任 謝勝文 7210 典藏組長 林彩玉 7240 系辦公室 陳美至 7633 技士 朱淑惠 7695 傳真 2717780

秘書 賀招菊 7045 組員 廖淑員 7066 專案工作人員 林宇凡 7142 歲計組長 羅秀鳳 7212 專案工作人員 林嘉琪 7233 主任 吳靜芬 7979 傳真 2717634 專案計畫人員 謝鳳容 7695
專案工作人員 蔡甲申 7045 專案工作人員 吳佳蓁 7066 營繕組長 羅允成 7130 專員 郭怡君 7211 胡采玲 7233 華語組組長 陳炫任 796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所) 莊慧文 7750 7696
註冊組長 張智雄 7020 鄭思琪 7975 組員 周育慶 7131 組員 王雅芬 7213 系統資訊組長 葉晴辰 7235 外語組組長 謝欣潔 7978 系辦公室 葉芳珓 7751 傳真 2767943 主任 許成光 7611

組員 陳秀鳳 7021 傳真 2717068 組員 翁曜川 7131 組員 黃麗美 7211 專案工作人員 張宏祺 7241 綜合事務組組長 莊淑瓊 7961 傳真 2717755 資工系主任 章定遠 7740 賴籽鴛 7611

組員 簡美玲 7021 學輔中心主任 李鈺華 7080 技士 郭宏鈞 7131 組員 李采珠 7213 閱覽組長 龔惠如 7237 專案工作人員 石螢螢 7978 農學學程主任 周世認 7600 系辦公室 劉芳如 7740 傳真 2717614

組員 張鳳珠 7022 組員 吳秀香 7081 技士 周基安 7131 審核組長 莊瑞琦 7216 專案工作人員 鄭素梅 7238 專案工作人員 吳沂玲 7978 農學所特助 詹昆衛 7602 傳真 2717741

組員 陳怡妗 7022 專案諮商師 魏郁潔 7081 技士 吳正喨 7132 組員 蔡佩芹 7219 專案工作人員 張齊家 7238 專案臨時組員 鄭永明 7977 傳真 2717601 電機系主任 徐超明 7585 瑞穗館 呂月發 7340

傳真 2717046 專案工作人員 洪小雰 7081 技佐 吳三生 7132 組員 何秋瑩 7220 專案工作人員 楊智評 7238 傳真 7960 植醫系主任 蕭文鳳 7450 系辦公室 王雅音 7588 瑞穗廳 羅英明 7341
課務組長 盧青延 7030 資源教室 王昭惠 7957 專案工作人員 王露儀 7132 專案工作人員 李茹香 7218 傳真(1F) 2717242 系辦公室 林雅雯 7452 傳真 2717558 國際會議廳 柯佳仁 7369

組員 徐妙君 7031 傳真 2717078 傳真 2717135 帳務組長 蕭瓊芬 7214 傳真(2F) 2717243 主任 王進發 7075 傳真 2717451 機械系主任 陳榮洪 7562 游泳池 7282
專案工作人員 石淑燕 7031 學輔中心申訴專線 2717082 文書組長 張育津 7090 組員 陳玉芬 7215 產業發展組長 王進發 7075 技藝中心主任 郭濰如 7442 系辦公室 羅嘉琪 7560 郵局 2771612

傳真 2717046 壓力管理中心 7083 組員 蔡秀娥 7092 鄭靜乙 7215 主任 洪燕竹 7250 教育培訓組長 張栢滄 7077 辦公室 何綺貞 7168 傳真 2717561 小木屋餐飲 277-9738

招生出版組長 楊玄姐 7040 衛保組組長 林芸薇 7070 辦事員 潘建齊 7091 莊美紋 7215 諮詢服務組長 邱志義 7257 專案工作人員 沈枚翧 7077 劉姿妤 7168 數位資訊中心主任 陳宗和 7709 嘉大合作社 7344

組員 周玫秀 7041 護理師 蔡佳玲 7069 辦事員 陳怡如 7092 傳真 2717217 計算機操作員 朱淑玲 7258 專案工作人員 曾雯潔 7077 傳真 2717167 自動研究中心主任 洪昇利 7652 7347

吳桂平 7042 專案護士 黃婉婷 7069 王淑瑛 7092 林明毅 7258 傳真 2717076 農推中心主任 莊愷瑋 7330 土木防災中心主任 陳文俊 7685 活動中心餐廳 278-2738

許嘉文 7042 傳真 2717071 專案工作人員 張筱君 7092 主任 鄭夙珍 7190 專案工作人員 楊閔瑛 7268 農產品產銷履歷驗證中心 辦公室 林永佶 7331 能源與感測中心主任 洪敏勝 7674 禾康園 277-9277

專案工作人員 張筱涵 7042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蔡東霖 7173 傳真 2717095 一組組長 李青珊 7192 資訊網路組長 楊曼萍 7259 履歷驗證中心主周世認 7600 傳真 2717333 影印部 7345

傳真 2717043 組員 胡麗紅 7174 駐警小隊長 顏全震 7151 秘書 謝翠珍 7192 程式設計師 鄭炳坤 7259 行政組長 陳哲俊 7336 訂乳專線 7521
專案工作人員 吳宣霈 7174 專案工作人員 楊淑萍 7151 組員 李秀娥 7193 專案資訊師 蔡佩旻 7259 稽核組長 黃健政 7336 昆蟲館 7555

主任 徐志平 7300 傳真 2717175 傳真 2717157 組員 凃凱珍 7193 專案工作人員 楊宸賓 7259 辦公室 7336 校史室 7101 教學卓越計畫 7048 植物園 7343
教學專業發展組組長 蔡明昌 7047 宿舍管制室 7150 大門警衛室 7155 二組組長 劉玉玲 7196 系統研發組長 李龍盛 7260 傳真 2717337 林學會 7466 水產檢驗 7845 承佑資訊 7286
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組長 謝宏毅 7301 宿舍輔導員 曹國樑 7371 北側門管制室 7159 專員 張芳榮 7196 程式設計師 何承叡 7261 學生會 7061 土壤檢驗 7611 ok超商 2783195

組員 蕭茗珍 7301 司機室 7152 組員 李淑玲 7197 技士 吳永富 7262 所長 翁義銘 7207 畢聯會 7062 塑化劑檢驗 7845
專案工作人員 江素貞 7047 總務長 劉啟東 7500 工友室 7113 組員 傅奕嘉 7197 技佐 李俐瑩 7147 傳真 2717182 教學大樓 7025 7338 總務處103-7-10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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