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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地點 分機 使用人員 備註

教師研究室1 7121
陳素美(6706)、顏慧玲、蔣如萍(7208)、

蔡淑玫

教師研究室2 7122 吳繍雯、劉菁菁、梁素華、王慧蘭

教師研究室3 7123 賴文儀(2308)、謝亞萍(3702)、載秀津

教師研究室4 7137

教師研究室5 7126 劉欣宜(2101)、魏慧玲(7102)、簡加珍

教師研究室6 7125 陳雅玲、林郁茲、陶宏姿(2307)、江意芳

教師研究室7 7128 陳嘉珮、陳佩芸

教師研究室8 7129
陳美鳳、崔清新、陳念歆(1108)、黃蘭英

(3506)

教師研究室9 7139

教師研究室10 7133
臧君琪(1106)、諸葛芬(7101)、黃如君

(7310)、郭侑欣

教師研究室11 7132 呂如分、謝淑卿

教師研究室12 7131 莊安慧、呂淑琴、鍾佩欣、翁菁鄉(7105)

教師研究室13 7127 洪慧真

教師研究室14 7130 王世麗

教師研究室15 7138

教師研究室16 7136 殷蘊雯

教師研究室17 7135 李明茹

幼保科辦公室 7802 林明燦

課務組 2201 楊沐晞

圖書館 6602 沈宜伯(7307)

物治教師研究室1 7216 周玉萍(7202)

物治教師研究室2 7215 蔡孟書(6901)、侯秋如

物治教師研究室3 7213 許嘉元、李雨軒、胡媄婷

物治教師研究室4 7212 鄭世鴻、王中傑

物治教師研究室5 7211 謝祥星(7223)、劉金枝

物治教師研究室6 7210 劉明豊、林志杰

物治教師研究室7 7207 郭祖祥、蔡瑋明

物治教師研究室8 7206 陳有榮(3801)、羅文星

職能教師研究室1 7217 鄭彩君(7201)、黃孟雯

職能教師研究室2 7218 周雅旼、陳以昌

職能教師研究室3 7205 陳繼勝(7202)、溫文仲、任彥懷

兼任教師休息室 7219

護理科研究室4 7137 楊舒如

護理科研究室9 7139 林子超

視光科研究室1 7507 陳慧玲

調保科 8008 彭慧娟

調保科研究室二 8003 楊承訓

行動科研究室1 7309 張欽智

副主任/資料分析應用實驗室 7301 曾川木(7311)

長照居家物聯網應用實驗室 7306 王國恩(6701)

遠距照護應用實驗室 7307 周定賢(7308)

智醫科研究室2 7305 廖紹傑

顧問/科辦 7501 劉祥瑞

主任/科辦 7502 苗新鳳

科辦 7502 林佳宜(6706)

視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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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辦 7510 劉康任、柯泰全

教師研究室1 7507 張金燕

教師研究室2 7508 杜靜鶴、蘇慧容

教師研究室3 7509 陳英豪

教師研究室4 7505 賴欣欣

科學會辦公室 7503 栗崇中

主任/科辦 7601 王政光

科辦 7603 陳展泓、楊境評

教師研究室1 7605 洪小芳、鍾雪玉

教師研究室2 7606 吳幸樺、何淑卿(7405)

教師研究室3 7607 陳冠豪、李宣助

教師研究室5 7608 廖芳足、張綉蘭(3505)

教師研究室6 7604 李慶孝

通識中心 6801 黃東珍

護理科研究室11 7132 劉佳宜(3702)

護理科研究室15 7138 陳淵銓

主任/科辦 7701 黃瑞彩

科辦 7702 陳書楷

科辦 7706 管芳苡(6802)

科辦 7706 洪敏雄

學務處 3101 沈宜學(7307)

教師研究室1 7709 楊慧蘭(6301)

教師研究室2 7708 陳雅玲

教師研究室1 7803 林欣薇

教師研究室2 7803 郭怡婷

主任/教師研究室3 7801 張純子

科辦 7802 郭怡廷

教師研究室1 7901 胡冠華、鄧明人(5701)

主任/科辦 7902 侯宏誼(6101)

科辦 7903 黃月妃、吳煜蓁

主任/教師研究室1 8001 陳翠芳(8005)

人事室 6201 范俊松

教師研究室3 8002 陳大晃

主任/科辦 8009 吳東昇

科辦 8008 何政光、尤昱中

教師研究室1 8003 黃詰麟(8008)

語言中心 7401 楊育芳

主任/科辦 7451 龍彩雲

科辦 7452 兼任教師

教師研究室1 7455 張建中、陳達德

教師研究室2 7456 童湘芸、蔡培安(8601)

護理科研究室11 7132 林靜頤

主任/科辦 6501 邱達能

科辦 6503 張文玉、英俊宏、常心怡、王慧芬

數位殯葬專業教室 6505 林怡秀、吳旼衛

學輔中心 3301 江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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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科辦 8301 林穎志

科辦 8303 張碧玲(7402)、利宜容

科辦 8304 江典澄、陳英傑

科辦 8305 程伯翰、申岡陵

科辦 8306 陳柏宏(3802)

主任/科辦 8502 王郁玟

科辦 8501 劉家佑

科辦 8503 郭孟光

科辦/體育組 8504 溫著光(3802)、郭勝正(3802)

口腔衛生

學科

生技製藥

經營管理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