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異動

董事會辦公室 校長室 副校長室 稽核組 校友服務組 校務研究辦公室

光暉樓7樓

董事長/蔡清胤 校長/林志城2201 副校長/蔡世傑2202 主秘/劉介仲2468 陳怡嬅2205 組長/黃雅惠2207 組長/賴哲民2266 執行長/黃曉令2401

專任董事/蔡雅賢 康雅惠2208 專委/葉靜輝2203 (計)洪彩育2493 公關組 陳美琪2483 主任/林哲揚2482

陳錡憓2206 組長/姚霞芬2418 (計)施佳邦2460

(計)何思瑤2487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兩岸交流暨
合作中心

國際交流暨
合作中心

人事室 會計室 高教深耕辦公室 研發處 產學合作中心

國際長/黃曉令2401 主任/匡思聖2402 主任/康瀚文2486 主任/江長慈2271 主任/王育偉2275 主任/袁宇熙2485 研發長/徐治平2265 主任/翁淑娟2429

副國際長/匡思聖2402 林若涵2404 蘇微雅2308 張靖珮2272 組長/張育甄2274 (計)羅伊文2491 邱佩瑜2462 (計)吳宜瑾2419

 趙小嫚2322 (計)陳彥佑2465 (計)陳秋河2270 吳佩蓉2273 張禮瑄2276 (計)黃以孟2467 企劃組 長照福祉中心

 (留停)田紫琪2322 (計)陳亭安2403 (計)阮玉翠2405  戴芸樺2386 吳繡霓2384 光暉樓1樓 光涵樓1樓

傳真機2389 (計)曾紫惠2366 曾淑鳳2400 陳瑜婷2277 組長/楊千慧2268 主任/王海龍2247

(計)○○○2359 傳真機2264 (計)彭淑滿2479 劉雅恬2269 (計)葉昱伶2436

(計)○○○2217

教務處 註冊組 課務組 實習組 校際合作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創新育成中心

光暉樓1樓 光瀚樓B2

教務長/吳文祥2210 組長/葉琳生2212 組長/邵曼珣2221 組長/汪惠芬2477 主任/方秀英2228 主任/王德順2381 主任/彭金堂2298 主任/劉仁筑2390

林穎芝2211 鍾美玲2213 林宜臻2222 顏麗真2267 副主任/高志平2388  (計)蔡依蓁2410 葉怡君2299 許惠宇2378

傳真機2209 文懋麟2218  林宥儒2223 邱碧純2229  (計)吳翊如2411 陳育華2414 傳真機2379

殷意晴2219 王宜芳2225 何玲玲2216 (計)劉恩菱2412 張家蓁2415

李祥慈2220 凃麗玲2226 (計)彭淑茹2215 胡蓓珊2300
人體與人類行為
研究倫理治理中心

傳真機2214 (計)吳聖鵬2227 (計)萬宗益2497 傳真機2301 光瀚樓B2

油印室 傳真機2387     (計)鄭鈺靜2476

李復陽2442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領導知能服務

學習中心
衛生保健組 軍訓室

光涵樓1樓 光暉樓2樓

學務長/林佩芬2230 組長/楊香梅2232 組長/宋佩芳2237 主任/施科念2433 主任/楊幸怜2240 資源教室 組長/王海龍2247 主任/楊敬禹2302

郭薇霖2231 喻聖玟2233 劉瑞婷2238 (計)葉惠如2204 許黛蕾2241 (計)王昱婷2420 蘇憶涵2246 鄭佳榮2423

(計)何長志2231 王巧玲2236 唐銘祥2239 陳靜雁2242 (計)陳芃竹2421 陳靜儀2248 張曉約2424

傳真機2234 (計)林妙雯2441 羅珮瑜2377 黃馨嫺2244 (計)呂婉甄2422 王春紅2249 孫明慧2425 

(計)馬雅貞2235 學生自治會8707 范書培2495 (計)吳莉雅2464 傳真機5400376 陳曉茹2426

(計)陳宣含2243 (計)李秀娟2496  (計)鍾怡平2304

(計)張智強2406 輔導專線2243 (計)吳登華2334

(計)傅國忠2303

總務處 採購組 保管暨資源組 事務組 文書組 出納組 營繕組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總務長/傅祖勳2250 組長/游琇茜2380 組長/歐嘉慧2260 組長/林育平2255 組長/柳逸平2252 謝昀芯2262 組長/王智弘2257 主任/傅祖勳2250

黃律淇2251 曾俊龍2256 吳吉梅2253 林秀樺2263 林寶鏡2258 組長/楊慈定2254

傳真機5385353 張東益2382 黃裕程2258 何青如2259

陳俊良8880 蔡曜安2355

總   機8244

光宇藝術中心 光宇檢驗中心 光禧樓護理室

光瀚樓5樓 光寰樓2樓 光禧樓

圖資長/許乃斌2409 馬雲天2427 葉添金2293 組長/倪芳芳2279 1樓櫃台2285 主任/林雅麗2358 (計)楊賀雅2450  ○○○2324

組長/林忠志2290 廖子萱2489 ○○○2295 姜杏蓉2280 傳真機2284 曾雅君2353

副組長/洪瑞君2289 黃德育2438 電腦維修室2288 張芳梅2281  曾全佑2413

黃尹鋒2292 呂柏毅2288 傳真機2294 卓美惠2279 傳真機2354

光暉樓會議室 國際會議廳 校門口 專線 實習餐廳 宿舍
智慧精準運動健康
產學研發中心

元培健康診所

校門口警衛8500 菊軒亭2395 菊苑宿舍2396 (計)張紜禎2498 診所櫃台2249

光暉(1)8372 光禧8680 側門口警衛8511  Let"s Chat 咖啡廳2458 新苑宿舍2397 (計)○○○2498 診所經理/葉昱伶2436

光暉(2)8708 光恩8705 元培健康診所警衛室 元培書城 共學中心 東苑宿舍2398 臺灣健康學會 光宇文教基金會2245

光暉(3)8410 警衛人員8512 書城8700 共學中心8707 竹苑5403551 秘書長/○○○2315

 傳真機 5308196 基泰5300593 ○○○2460

圖書資訊處/圖書組

秘書室

光暉大樓5樓

光暉樓3樓

光暉樓2樓

光暉樓1樓

光瀚樓B1

                       人事室吳佩蓉108.5.14修訂

光暉樓6樓 光暉樓6樓

光暉樓3樓

光恩樓1樓

光瀚樓1樓

圖書資訊處/資訊組

光暉大樓4樓 學生餐廳
091133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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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光暉樓1樓

＊108年4月以後新進人員  

 (計)一般計畫人員    (實)校外帶實習



單位異動

院長/劉中和2309 主任/郭瓊文2305 秦作威8905 主任/林雅雯2320 黃雅文7615 主任/孔建民2325 陳有任8168 主任/賴裕源2318

邱瓊徵2329 洪淑玲2306 黃文濤8909 林俐岑2321 林雅雯8665 金孟葶2326 陳俊翰8181 副主任/葉豐銘7509

(計)李雅茹7107 陳啟禎7503 顧雅真8911 張秉庠8637 翁淑娟8669 蔡文翔8163 劉明麗8179 黃顗安2319

傳真機2348 林招膨7510 施科念8912 徐均宏8649 傳真機2323 林鶯熹8165 駱詩富8183 吳博文8919

游澄清7511 林俊良8915 張曉芬8662 洪志宏8169 孔建民8186 林文傑8914

郭宗德7512 王愛義8913 賴哲民8667 高婷玉8171 (計)徐瑄8181 葉豐銘7509

莊奇容7513 (計)鍾祺珍7501 吳文祥2321 楊宏基8175 傳真機2327 黃兆君8164

黃慶順8903 (計)陳鈺儒7106 溫小娟8904 陳媛孃8174 邵曼珣8639

蕭文田7507 傳真機2307 楊紅玉8663 張書菁8628

周宜宏7602 洪麗真8664 張藍尤8630

吳宛儒8608

主任/鍾玉珠2330 林昀蓉8592 陳櫂豐8670 張佳怡(實) 主任/趙文鴻2345 鄒國鳳8653 主任/莊路德2310  謝緯賢8150

副主任/徐瑀謙8910 王蓉敏8594 洪兆嘉8675 陳幼珍(實) 鄧亦琇2346 廖美華8869 古惠文2311 劉家欣8159

副主任/廖幼媫8674 黃美瑜8595 王耀宏8661 朱鳳梅(實) 李宗杰8629 方秀英8602 周瑞玲8161 傳真機2312

陳心慧2331 宋佩芳8596 何秀玉8868 林育如(實) 陳明彥8631 傳真機2347 侯建維8154

鄭羽婷2333 林佩芬8617 林育興8907 黃雅儀(實) 蘇美如8632 張   翔8155

陳美慧7122 趙櫻花8620 郭素青8916 古菊梅(實) 趙文鴻8640 黃維寧8160

陳麗環7123 陳貞如8672 黃敏鳳8622 張瓊予(實) 陳怜均8151

吳素綿8341 王秀禾8671 傳真機2332 鄭誼君(實) 林山陽8157

陳佩英8593 賴玉敏8633 吳怡樺(實)

徐敏芳8616 汪惠芬8634 羅懿(實)

康瀚文8921 鍾玉珠8673 實習組2452,2453

健康學院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院長/王綮慷2313 主任/洪雪芬2335 吳南明8532 主任/張宜煌2340 劉黛蒂8488 主任/徐珠璽2350 鄭富貴8311 主任/韓心甜2338

陳玫玟2314 吳中瑜2336 黃政雄8533 江沛玲2341 方茂青8490 徐筱惠2351 嚴如鈺8307 莫伊寧2339

(計)曲家樂7102 楊慈定8538 陳文欽8531 劉建功8458 張谷昇8461 柯珞倢2430 徐珠璽8302 葉錦霞8324

傳真機2364 陳志郎8471 傳真機2337 林仲聖8486 何素珍8496 (咖)詹依依2458 陳麒文8306 卓美惠8324

張宗良8472 環工實驗室8355 林錫斌8478 蘇敏昇8764 李民賢8309 盧明傑8459 徐保鵬8624

林育旨8479 張宜煌8481 傳真機2342 楊婷棋8301 徐瑞蓮7303  陳群育8656

詹鴻得8482 實驗室8580 劉婉真8305 傳真機2352 曾欽耀8461

陳惠欣8484 會議室8432 陳盈秀8310 韓心甜8604

梁弘人8476 (留停)宋惠中8866

院長/陳俊忠2286 主任/何順全2360 何天華8711 主任/何順全2360 黃明輝8603 主任/林淑芳2315 張盈盈8623 會展主任/林淑芳2315

王貴冠2287 黃琦涵2361 杜建志8712 系辦2356 王德順8654 沈昭伶2316 鄭妃君8625 會展副主任李明松2365

傳真機2348 林宜隆8294 魏良穎8297 劉仁筑8724 蘇   有8908 高孟君8607 楊千慧8627 王龍德8474

林志賢8296 林侑賢8291 陳耀添8727 傳真機2357 江長慈8612 徐雅甄8610 傳真機2318

劉錦松8299 傳真機2362 白瑞強8636 鍾宜展8643 陶藝教室7103

闕豪恩8298 數位發展中心2368 詹宏章8619 彭金堂8652

蔡志弘8646 曹定智8638 林哲揚8609

共同教育委員會 體育室

主任/林宛瑄2370 葉璟萱8870 主任/洪彰岑2369 陳佑安8463 召集人/吳文祥2210 主任/吳志鴻2393 于   飛8920 主任/林國斌2428

呂珮君2372 黃麗雪8308 彭秋蓉2344 李嘉宜8457 李若瑶2391 周志川8324 曹惠嵐2373

林宛瑄7601 傳真機2371 黃瑞珍8451 匡思聖8454 柳銘哲7514 吳思霈8153 彭郁芬2375

刁南琦8606 童淑琴8456 傳真機2434 陳美琪8605 蔡國權2375

陳廣鈺8645 葉清華8408 莊貽婷8613 傳真機2374

韓達理8657 洪彰岑8452 蔡秋如8611

黃重慧8865

主任/韓心甜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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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吳佩蓉108.5.14修訂

視光系

＊108年4月以後新進人員  

醫護學院

 (計)一般計畫人員    (實)校外帶實習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碩士班）

健康學院

寵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護    理    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福祉科技與醫學工程碩士班)

醫務管理系（碩士班）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碩士班）

高齡福祉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行動科技應用系福祉產業學院

環境工程衛生系（碩士班）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碩士班)

餐飲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健康行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網路與數位媒體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資訊管理系(數位創新管理碩士班)

應用外語系 通識教育中心健康休閒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