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 年 度 單 位 主 管 、 行 政 人 員 及 聯 絡 電 話 一 覽 表
淡水校園總機：26215656 台北校園總機：33933833 蘭陽校園代表號：(03)9873088
107 年 1 月 10 日修訂
傳真機號碼前加註 ＊ 為與電話共用，傳真之前請先以電話通知，單位括弧加註者為校內文書發文代字
董事會秘書室 8101、8102
23416441 (FAX：23916915)
專員：麥秀寶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或(總)召集人之委員會及小組：
校長室(校家)
2292、2299、26216320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平)
(FAX：26237384)
執行秘書
莊希豐 2237
執行秘書
何啟東 2357
校長：張家宜
業務承辦人 阮劍宜 2171
業務承辦人 蔡孟倫 3056
秘書：黃文智 2299
校務發展規劃與執行委員會(會發)
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會(會文)
組員：黃千修、鄭綺亨 2292
執行秘書
何啟東 2357
執行秘書
張炳煌 2190
業務承辦人 曾華英 2356
「淡江菁英」金鷹獎評審委員會(會鷹)
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會教)
執行秘書
彭春陽 8121
執行秘書
白滌清 2315
業務承辦人 趙玉華 8125
業務承辦人 陳君祺 2423
系所發展獎勵評審委員會(會展)
校安中心決策委員會(會校)
執行秘書
白滌清 2315
業務承辦人 江盈儀 2717
業務承辦人 蕭智育 2009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自)
校招生委員會(會招)
執行秘書
白滌清 2315
總幹事
鄭東文 2201
業務承辦人 孔令娟 3569
副總幹事
黨曼菁 2250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特)
募款委員會(會募)
執行秘書
洪錫銘 2647
執行秘書 彭春陽 8121、23515123
業務承辦人 張閎霖 2647
業務承辦人 王筱琪 8126

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會諮)
學術副校長室(學副)
2288、2225、26235895
(FAX：26234947)
副校長：葛煥昭
秘書：簡春燕 2225
專員：許雅涵 2288

行政副校長室(行副)
2667、2669、26235965
(FAX：26235714)
副校長：胡宜仁
秘書：王鳴靜 2667
專員：江雅玲 2669

執行秘書
白滌清 2315
業務承辦人 陳巧青 2146
學術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或(總)召集人之委員會及小組：
學術審議委員會(會審)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通)
執行秘書
王伯昌 2100
副主任委員 鄭東文 2111
業務承辦人 許雅涵 2288
執行秘書
干詠穎 2658
重點研究補助審查小組(組審)
業務承辦人 鄭月琴 2126
執行秘書
王伯昌 2100
淡江理工學刊編輯委員會(會理)
業務承辦人 莊秀禎 2042
總編輯
楊龍杰 86318661
教學優良獎勵審查委員會(會優)
業務承辦人 陳卉綺 2830
執行秘書
莊希豐 2237
教學單位儀器設備預算審議小組(組儀)
業務承辦人 葉宜靜 2296
執行秘書
陳叡智 2355
校招生委員會命題小組(組命)
業務承辦人 賈成慧 2062
業務承辦人 黨曼菁 2250
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會服)
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組推)
執行秘書
林俊宏 2212
執行秘書
吳錦全 8321、23216320
業務承辦人 吳恩慈 2398
業務承辦人 陳芷娟 8325
數位微學程推動委員會(會數)
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會遠)
執行秘書
郭經華 2604
執行秘書
王英宏 2489
業務承辦人 林錦河 2586
業務承辦人 黃鳳娥 2490
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會研)
教職員工薪津專案小組(組教)
執行秘書
王伯昌 2100
業務承辦人 阮劍宜 2171
業務承辦人 江正雄 3616
行政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或召集人之委員會及小組：
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會獎)
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職)
執行秘書
林俊宏 2212
執行秘書
莊希豐 2237
業務承辦人 陳翠華 2263
業務承辦人 葉宜靜 2296
修繕採購委員會(會修)
優良職工獎勵審查小組(組獎)
執行秘書
羅孝賢 2227
執行秘書
莊希豐 2237
業務承辦人 張主惠 2027
業務承辦人 彭梓玲 3059
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會舍)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全)
執行秘書
羅孝賢 2227
執行秘書
林俊宏 2212
業務承辦人 張寶愛 2376
業務承辦人 李玉龍 2216
淡江時報委員會(會時)
教職員工退休福利儲金管理委員會(會儲)
執行秘書
馬雨沛 2040
執行秘書
莊希豐 2237
業務承辦人 林薏婷 2040
業務承辦人 彭梓玲 3059

1

國際事務副校長室(國副)
2795、26257932
(FAX：26250362)
副校長：戴萬欽
秘書：詹盛閔 2795

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委員會(會環) 優良導師獎勵審查委員會(會良)
執行秘書
羅孝賢 2227
執行秘書
林俊宏 2212
業務承辦人 邱俊豪 2005
業務承辦人 溫漢雄 2263
未來化委員會(會未)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組保)
執行秘書
紀舜傑 2150
執行秘書
何啟東 2357
業務承辦人 曹雅雯 3001
業務承辦人 陳惠娟 2356
環境永續推動委員會(會永)
健康安全校園推動工作小組(組健)
執行秘書
羅孝賢 2227
執行秘書
羅孝賢 2227
業務承辦人 楊信洲 2228
業務承辦人 楊信洲 2228
衛生委員會(會衛)
校舍安全檢核小組(組安)
執行秘書
林俊宏 2212
執行秘書
羅孝賢 2227
業務承辦人 談遠安 2257
業務承辦人 楊信洲 2228
學生獎懲委員會(會懲)
執行秘書
林俊宏 2212
業務承辦人 宋念瑾 2817
國際事務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或召集人之委員會及小組：
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會國)
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組岸)
執行秘書
李佩華 2002
執行秘書
李佩華 2002
外籍生華語文教學發展小組(組華)
執行秘書
李佩華 2002

單
位
蘭陽校園主任室

主管 電話(傳真)
秘書 編纂 電話
連 絡 人 電 話
林志鴻 7000
吳杰雄 7001
莊佳綺 7050
(FAX：03-9873066)
軍訓蘭陽校園組組長：李國基 7006 軍：吳杰雄 7001、劉家勇 7053
駐校藝術家：周澄、林妙鏗
林毅豪 7053
7016
體：陳凱智 7057
教：李堯婷 7002
學：曾懷磊 7004、俞彥均 7099
林以添 7054、林明慧 7015
總：蘇鳳龍 7007、黃芳銘 7008
總務業務：鄭傳傑 7171
陳玉芝 7018、鄭詠文 7019
陳砰志 7119、林珊如 7017
財：黃富瑋 7013
圖書館業務：林惠瓊 7009、7044
資：紀彥竹 7011、鄒昌達 7012
國際事務：游慶怡 7014
秘書處(處秘)
何啟東 2357、26232764
曾華英 2356、26220781
劉桂香 2354、2356、2357
(FAX：26223204) 陳惠娟 2356
馮文星 2165
文書組(秘文)
王春貴 2345
張雪伶 2039、林麗月 2101
(FAX：26203461)
黃瓊玉 2374
◎法規審議委員會(會法)召集人
何啟東 2357
執行秘書 林麗香 2081
業務承辦人 劉桂香 2354
◎淡江品質獎評審小組(組淡)召集人 何啟東 2357
執行秘書 白滌清 2315
業務承辦人 陳君祺 2423
◎淡江品管圈評審小組(組品)召集人 何啟東 2357
執行秘書 白滌清 2315
業務承辦人 江書瑜 2349
文錙藝術中心(中藝) 張炳煌 2190、26260805
顏孜芸 2191
張人方 2192
2191、2192、26235983
(FAX:26209650)
文錙音樂廳 2635
壽華民 2635、2636
海事博物館
黃維綱、鄭琳芝、杜美先
2618、2619、2650
2618、2619、2650
(FAX:*26238343)
◎書法研究室主任 張炳煌 3033
◎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會(會文) 執行秘書 張炳煌 2190
品質保證稽核處(處品) 白滌清 2315、26220507
孔令娟 3569
高桂娟、陳君祺 2423
(FAX：26252105)
李文揚、陳玉婷 2097
張倍禎、江書瑜 2349
林素月、許麗萍 2043
品質發展組(品品)
陳娟心 3569
江盈儀、李思儀2717(卓越計畫辦公室)
校務研究中心(中校) 白滌清 2315、26220507
陳巧青、林建利2146
(FAX：2625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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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
一 級 單 位
文學院(院文)
院長：林煌達
2300、26237030
(FAX：26229264)
秘書：江夙冠 2302
組員：林泰君 2302
組員：張富翔(進)2348
理學院(院理)
院長：周子聰
2500、26224353
(FAX：26237028)
秘書：顧敏華 2534
組員：林欣欣 2500

二 級 單 位

主 管

電話(傳真)

連 絡 人 電 話

中國文學學系(文中)
歷史學系(文歷)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文圖)
大眾傳播學系(文傳)
資訊傳播學系(文資)
漢學研究中心(文漢)

周德良 2330 (FAX：26209930) 李尹、許惠瑜 2330、洪彥琳(研)2331
林煌達 2327 (FAX：*26253324) 葉如真 2328、林秋淨(研)2327
歐陽崇榮 2814 (FAX：26209931) 陳精芬 2335、葉蕙蘭(研)2382
許傳陽 2305 (FAX：*26209925) 吳霖霖 2555、李世清 2556
陳意文 2267 (FAX：*26234052) 陳淑玲 2266、曾匯惠 3114
陳仕華 2096

數學學系(理數)
物理學系(理物)
化學學系(理化)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
位學程(理尖)
生命科學開發中心(理生)
科學教育中心(理科)
X 光科學研究中心(理光)

黃逸輝
杜昭宏
施增廉
陳曜鴻

工學院(院工)
院長：許輝煌
建築學系(工建)
2600、26237031
土木工程學系(工土)
(FAX：26224129)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工水)
秘書：莊婉虹 2602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工機)
專員：李靜宜 2602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工化)
專員：賴玉枝(進)2024 電機工程學系(工電)
資訊工程學系(工資)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工航)
工學院機器人博士學位學程
(工器)
工學院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
(工無)
工學院物聯網與大數據研究
中心(工物)
商管學院(院商管)
國際企業學系(商管國)
院長：邱建良
2590、26235985
財務金融學系(商管財)
(FAX：26235443)
保險學系(商管保)
秘書：蘇美機 2590
產業經濟學系(商管產)
組員：王美惠 3629
經濟學系(商管經)
專員：臧雲娥 2587
企業管理學系(商管企)
組員：黃照棠 (進)
會計學系(商管會)
3008、26210012
統計學系(商管統)
資訊管理學系(商管資)
運輸管理學系(商管運)
公共行政學系(商管公)
管理科學學系(商管科)

2501 (FAX：26209916) 何映雯 2502、周子鈴(研)2501
2578 (FAX：26209917) 黃紫燕 2521、周文斐2578、黃順興3540
2533 (FAX：26209924) 邱淑華 2531、劉育昇(研)2533
3604 (FAX：26238251) 蔡雨寰 3603

王三郎 3038
王伯昌 3165 鄧金培(副主任)
杜昭宏 2578
米復國 2570 (FAX：*26235579) 蔡芳玉 2620、邱麗玉(研)
洪勇善 2571 (FAX：*26209747) 李欣欣 2571、謝雅陵(研)
李柏青 2572 (FAX：*26209651) 紀淑珍 2612、蕭均惠(研)
王銀添 2573 (FAX：*26209745) 倪筱婷 2573、單文暄(研)
董崇民 2574 (FAX：*26209887) 吳尉鈴 2614、賴冠名(研)
李慶烈 2575 (FAX：*26209814) 余美周 2615、駱慈愛(研)
陳建彰 2576 (FAX：*26209749) 張雅惠 2665、李建宗(研)
陳步偉 2577 (FAX：*26209746) 徐珮玨 2617、吳怡瑱(研)
翁慶昌 2575(FAX：*26209814) 張馨方(研) 3593

2610
2611
2572
2613
2045
3593
2616
2617

湯敬民 3315
張志勇 2749
蔡政言 2567 (FAX：26209730)
陳玉瓏
曾妙慧
洪小文
鄭東光
楊立人
顏信輝

2047 (FAX：26209653)
2563 (FAX：26209729)
2566 (FAX：26209731)
2565 (FAX：26209654)
2678 (FAX：26209742)
2718、26235963
(FAX：26209738)
吳碩傑 2677 (FAX：26209732)
游佳萍 2648 (FAX：26209737)
温裕弘 2597 (FAX：26221135)
蕭怡靖 2774 (FAX：26209743)
曹銳勤 2185、86313221
(FAX：86313214)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商管碩)
林宜男 8571、23942670
(FAX：23918840)
商管AACSB 認證辦公室(商管證) 林谷峻 3084
全球華商經營管理數位學習碩士 林宜男 8571、23942670
在職專班(商管全)
(FAX：23918840)

3

林芳潔(商英)2569、蔡鈺瀅(經
貿)2569、駱綾(研)2567
洪祥瑀 2592、蔡湘怡(研)2591
蔡玉霜 2563、鄒幸純(研)2564
郝蕙蘭 2596、羅斐文(研)2566
鄭靜宜 2565、匡映如(研)2595
吳燕萍 2623、史蓓蓓(研)2678
洪紹庭2589、莊麗秋(研)2594
黃淑芬 2632、洪意茹(研)2046
詹雅涵 2645、邱瑜瑩(研)2645
黃麗徽 2598、陳 晗(研)2597
傅秋月 2554、林雅惠(研)2544
黃美佑 2185、王秋淑(研)2186
王雅玄 8511、陳玉芳 8572

王雅玄 8511、陳玉芳 8572

一 級 單 位

外國語文學院(院外)
院長：陳小雀
2551、26224593
(FAX：26232924)
秘書：李靜之 2558
編纂：葉思德(進)2194
組員：劉靜華 2558
國際研究學院(院國)
院長：王高成
2700、26255834
(FAX：26224058)
秘書：趙惠珠 2701
專員：許雅惠 2701

教育學院(院育)
院長：張鈿富
2111、26269335
(FAX：26269336)
秘書：朱蓓茵 2111
編纂：舒宜萍 2112

二 級 單 位
主 管 電話(傳真)
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 林允永 3613
士學位學程(商管球)
(FAX：26233612)
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 曹銳勤 2185、86313221
位學程(商管營)
(FAX：86313214)
淡江大學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 鄭東光 2565 (FAX：26209654)
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商
管澳)
商管學院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 吳碩傑
碩士學位學程(商管大)
商管學院產業金融暨經營管理博 陳玉瓏
士學位學程(商管金)
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商管兩)
林蒼祥 2971 (FAX：26214755)
統計調查研究中心(商管計)
温博仕 8563、23414678
(FAX：23414660)
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商 游佳萍 2648 (FAX：26209737)
管訊)
英文學系(外英)
西班牙語文學系(外西)
法國語文學系(外法)
德國語文學系(外德)
日本語文學系(外日)
俄國語文學系(外俄)

連 絡 人 電 話
何孟家 3614
王秋淑 2186
匡映如 2595

洪意茹 2046
蔡湘怡 2591

陳淑貞 23414678

◎劇場負責人王慧娟 3308
蔡振興 2306 (FAX：26211254) 鄭惠文 2343、楊虹智 2329(研)
林倖伃 2342(外語學門)
林惠瑛 3228 (FAX：26209902) 賴映秀 2336、陳非凡(研)2337
鄭安群 2338 (FAX：26209913) 吳盈儀 2339、彭建暾(研)2338
吳萬寶 2332 (FAX：26209906) 邱馨增 2333
曾秋桂 2958 (FAX：26209915) 葉欣妮、施惠娜2358、李志真(研)2340
劉皇杏 2792 (FAX：26209907) 謝寧馨 2711

歐洲研究所(國歐)
拉丁美洲研究所(國拉)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國戰)
日本政經研究所(國政)
中國大陸研究所(國陸)
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國臺)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
學士班(國外)
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國整)
日本研究中心(國日)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國聯)

陳麗娟 2702 (FAX：26209901) 陳躍升 2703
宮國威 2707 (FAX：26209903) 張立卉 2706
李大中 2175 (FAX：26297894) 陳秀真 2176、26297895
任耀庭 2708 (FAX：26209904) 張偉琳 2709
李志強 2712 (FAX：26209905) 黃黎微 2713
宮國威 2707 (FAX：26209895) 張立卉 2706

教育科技學系(育科)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育政)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育心)
未來學研究所(育來)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育課)
師資培育中心(育師)
教育學院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
博士班
策略遠見研究中心(育策)

鄭宜佳
薛雅慈
宋鴻燕
紀舜傑
黃儒傑
陳劍涵
張鈿富

鄭欽模 3000

劉育惠 3615

翁明賢 2710、2176
胡慶山 2477(FAX：26209904)
陳麗娟 2702、2703、3077
(FAX：26209901)
2113 (FAX：86315377) 黃佩如2535、劉明蘭(研)2113
2114 (FAX：26294899) 葉譯瑋 2115
3002 (FAX：26296442) 柯維敏 3003
2150 (FAX：26296440) 曹雅雯 3001、高蘊柔2150(卓越計畫)
3022 (FAX：26260443) 梁淑芬 3032
2124 (FAX：26229751) 簡宇青、陳心華 2122、2124
2112（FAX:26269336）舒宜萍 2112

宋玫玫
全球發展學院(院全)
(FAX：03-9873077)
院長：劉艾華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全資) 武士戎 7021
7020(FAX：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 葉劍木 7032
03-9873077)
士班(全觀)
秘書：吳杰雄 7001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學 王蔚婷 7031
辦事員：武宛蓉 7029 士班(全語)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 包正豪 7030
士班(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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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姿婷 7039

黃苡瑄 7159
王姿婷 7039

一 級 單 位
研究發展處(處研)
研發長：王伯昌
2100、26236615、
26209889、26236932
(FAX：26232154)
秘書：莊秀禎 2042

二 級 單 位

主 管

電話(傳真)

連 絡 人 電 話

研究推動組(研推)

李玫欣 2193

蔡佩雯 2127、陳芝仙 2120

產學合作組(研合)

江正雄 3616

張秀卿 2561、2197
王寒柏 3595、陳立德 2562
專業經理人 吳秋霞 2065
張瑜倫 2065、陳卉綺 2830

出版中心(研出)

歐陽崇榮 2065、86318661
(FAX：86318660)
◎研究推動委員會(會推) 主任委員 王伯昌 2100
執行秘書 莊秀禎 2042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 江正雄 3050、26217609
專任經理 詹健中 2307、26257685
成中心(研建)
(FAX：86312415)
視障資源中心(研視) 鄭東文 2647、26293337
(FAX：26293330)
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 康世芳 2766、26251598
究中心(研水)
(FAX：26210370)

執行秘書 洪錫銘 2647#132
77300606#132

風工程研究中心(研
張正興 2049*211、26297827
風)
(FAX：26256245)
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 張煖 3282、26232094
中心(研能)
(FAX：26209887)
數位語文研究中心
郭經華 2905
(研數)
(FAX：*26228034)
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 范素玲 8701、8702、2611
心(研工)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 翁慶昌 2733
心(研智)
(FAX：26209814)
運輸與物流研究中心 温裕弘 2597
(研運)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研 曾秋桂 3590、2958
村)
臨床醫學資訊系統發展 葛煥昭 2223
與應用研究中心(研臨)
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 張麗秋 3269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 劉金源 3646
心
成人教育部(部成)
執行長：吳錦全 8331 進修教育中心(成進)
23216320#8811
(FAX：23214036) 推廣教育中心(成推)
秘書：張小鳳 8330
23216320#8822
日語中心(成日)
華語中心(成華)

體育事務處(處體)
體育長：蕭淑芬
2272 (FAX：
*26209504)
秘書：蔡慧敏 2273
組員：吳淑菁 2273

張閎霖 2647#118、楊麗菁
2647#130、洪千惠 2647#126
駱秀宜 2766#671、潘妍伶 2766#672、
潘瑞美 2766#673、劉永碧 2766#674、
卓嘉真 2766#679
李佳瑩 2094
曾珅鎮 2045
孫慈睿 2754、林盈蓁 2913

潘惠足 2730

黃南競 3631

鄭元成、余博淵 3631
李紫綺 3632
黃子嘉 3647

李孝萍 8329、8831
周湘華 8328、8835

鍾芳珍 8327、8855
周湘華 8328、8835

陳芷娟 8325、8832
潘佳昀 8342、8866
沈惠珍 8326、8823
陳道昌 8324、8833
孫慕亞 8834
陳芷娟 8325、8832
黃小涓 8337、8839
李國印 8335、8837
李中明 8347
許瓊美 8346、8868
陳雪珍 8345、8869
郭庭芳 8343、8867

專業證照訓練中心(成專)

李孝萍 8329、8831

體育教學組(體教)

劉宗德 2174 (FAX：*26230985) 劉哲男 2172 陳凱智 7057
陳慧文、趙曉雯 2183
黃貴樹 2151(FAX：*26230985) 羅少鈞、黃子榮 2173
王嘉瑋 3013-3015

體育活動組(體動)
紹謨紀念游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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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級 單 位
軍訓室(室軍)
主任：張百誠
2213、26232754
(FAX：26265849)
秘書：黃立夫 2213

二 級 單 位

主 管

電話(傳真)

室本部
賃居服務中心
行政組(軍行)
胡菊芬 2215
(兼教育部私立學校 (薪資小組 86314114、
軍護人員薪資待遇發
FAX：26233652)
放代辦作業)
教學組(軍教)
謝衍傑 2008
(兼教育部基北宜區
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
國防教育資源中心)
服務組(軍服)
王鴻展 2214

蘭陽校園組(軍蘭)

李國基 7006

教官值勤室(淡水)

值班教官 2256、
校安專線 2622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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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絡 人 電 話
夏紹俊 2010
陳肇華、林石麟、葉育青 3649
蕭智育、黃文鳳、郭碧英 2009
蕭惠娜、韓建慧、孫豪 3036、王
國安、魏道冠、林宥馨、孫宥慈
3037
黃建文、陳聖達、鄭惠文、施淑芬
2255
廖中天 2255

魏玉文、陳文政、高偉比、楊欽
舜、李玉龍、王鵬程、陳祥茗、
胡智卿 2216
吳杰雄 7059、劉家勇 7053
林毅豪 7053、林以添 7054

行政單位
單
位
教務處(處教)

主管
電話 (傳真)
鄭東文 2201、26221372
(FAX：26253021)
陳漢桂 2359
(FAX：26209509)

專門委員 秘書 編纂 電話
連 絡 人 電 話
黨曼菁 2250
周依蒨 2018
李幸儒 2201
註冊組(教註)
潘淑萍、吳佳玲 2360
黃瓊慧、張郁蘭 2361
康麗卿 2362、林美娟 2363
王美妃 2369
張士厚、鄭玉梅 2366、蕭雅方 2367
吳嘉芬、陳妤蕎 2368
簡文慧、謝欣蓓 2210
課務組(教課)
蔡貞珠 2202
呂玉蟬 2206
王寶玉、葉一志2209
胡麗娟、高潔茹 2203
(FAX：26209510)
胡麗嬌、陶文宜 2204
陳淑如 2205
黃祖楨、胡珮蓉 2370
江秀羚 2375
招生組(教招)
何憶萍 2207
徐 靜 2208
陸寶珠 2208
(FAX：26209505)
李靜宜 2015、劉佳玟、李星霖 2513
楊立偉 2016
印務組(教印)
簡碩伸 2353
江秋黛 2211
葉興隆、葉文本、溫仲健 2017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干詠穎 2658 (FAX：26229758) 鄭月琴 2126
張淑暖 2125
(教通)
◎校課程委員會(會課)主任委員 鄭東文 2201
業務承辦人 蔡貞珠 2202
學生事務處(處學)

林俊宏 2212、26232714
(FAX：86311416)
王鴻展 2214
(FAX：26261123)

生活輔導組(學輔)

吳玉麗 2379

課外活動輔導組(學課) 陳瑞娥 2219
(FAX：26209508)

衛生保健組(學衛)
諮商輔導組(學諮)

談遠安 2257
(FAX：*26209942)
許凱傑 2270
(FAX：26209649)

住宿輔導組(學住)

丘瑞玲 2154
(FAX：*26232194)

職涯輔導組(學涯)

吳

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
總務處(處總)
事務整備組(總事)

李炳曜 2373

玲 3005
(FAX：26237452)

羅孝賢 2227、26232514
(FAX：26234945)
吳美華 2231
(FAX：26209512)

王桂枝 2522
張寶愛 2376

節能與空間組(總節) 姜宜山 2235
(FAX：26209927)
資產組(總資)
安全組(總安)
總務組(總總)
出納組(總出)

洪玲玲 2229
(FAX：*26209926)
曾瑞光 2233
(FAX：*26209511)
潘文琴 8602
(FAX：23223980)
林雪馨 2259、8506
(FAX：23560743、
*26213462)

楊德銘 2499(夜間：2511)
汪明鳳 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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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淑媛、吳春枝 2048
吳恩慈 2398、李宜靝、(卓越)李逸亭 2399
溫漢雄、陳翠華、林芳蘭 2263
宋念瑾、陳美麗、廖又萱、楊雅鈞、辛
淑儀、周玟妦、李吉祥 2217、2817
(原資中心)王志凱、廖瑋琳 3636
劉彥君、曾珮京、劉宴汝 2220
吳孟香、許晏琦、李思潔、林泰生、
李庭瑜 2224
陳彥銘、劉豐齊 2226
社團課程輔導辦公室(SG201)3362
王瑞津、吳燕莉 2373
鄭婷方、李青怡 2822、胡雅婷 2373
朱貞德、趙俊凱、許凱翔2221
林運翔、林昱芳、曾治淇、林仲威2491
林怡君、田偲妤、林宇倫、李元親2013
林素華 2395 郭美玉 2396
吳思瑜 2395、陳子璿2396
呂學明、簡瑩樺、李展蝶
26266911 轉 0214、0216、0218
鄭德成、嘪純女 2350
游凱甯、白辰幃 2019
2004
楊信洲 2228、張文馨 2378
蔡曉音 2498、總機 0
賴文經 2232、周梅珍 2499
黃慶文 2275、游靜芬 3701
謝文琳、黃欽成 收發室 2244
盧火財、梁清華、黃錦桐、鄭宛瑜、
陳柏龍 2236、3006
沈建和、鄭聲雷、周建文、王俊明 2236、
2736
鄧麗惠、盧麗香、張維芯 2030、2230
張主惠、闕銘欽 2027
賴宏洲 2155、汪家美 2234、
馮明莉 2236
蔡文生 8606
謝睿梃 8610、警衛台 8611
謝佩珊 2259、戴紹朋、李秀蕙 2260
方紋玉 8501、林淑芬 8502、8503

單
位
主管
電話 (傳真)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會保) 主任委員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勞) 主任委員
◎台北校園節能督導小組(組能)
召集人
人力資源處(處人)
莊希豐 2237、26295626
(FAX：26233164)
管理企劃組(人管)
阮劍宜 2171、26209507
(FAX：26233164)

專門委員 秘書 編纂 電話
連 絡 人 電 話
羅孝賢 2227
執行秘書 曾瑞光 2233
羅孝賢 2227
執行秘書 彭梓玲 3059
潘文琴 8602
葉宜靜 2296
許之榕 2240

職能福利組(人職)

彭梓玲 3059
(FAX：*26209506)

財務處(處財)

陳叡智 2355、26202827、
26202829
(FAX：26202816)
吳郁章 2066
賈成慧 2062
曾淑和 2068

賴春宜 2060

宋雪芳 2282
(FAX：26226149)
方碧玲 2284
(FAX：26209918)

李靜君 2287

會計組(財會)
預算組(財預)
審核組(財審)
覺生紀念圖書館
(館圖)
採編組(圖採)

樂薏嵐 3058、楊宗川 2291
廖時祺 3557、許瑋珊 3558
黃詩萍 2238
馮心萍 2264、李彩玲 2170
蔡宜君 2184、蔡金蓮 2239
謝惠莉 3561
陳乙美 2060、陳俞君 2243(卓越計
畫)
葉昭旻、吳婉媺 2074、戴品慈 2067
張佳珍、林滿足 2063、陳瀅安 2243
陳韻婷、楊翼蕯 2069
劉玉霞、巫佩樺 2242
黃彩媚 2187

蔡雅雯 2148、林亭立 2142 陳素華 2148
陳盈秀、楊吟香、馬珮軒 2364
林曉惠、許家卉 2294
李燕燕、林怡軒 2142
典藏閱覽組(圖典)
陳芳琪、何孟羚、黃翊旻 2659
石秋霞 2286
姚如珠 2312
陳意鈴、何雯婷、黎瑞莉 2312
(FAX：26209923)
鍾靈分館 2528
台北分館 8581、23214033
參考服務組(圖參)
林玳安、劉靜頻、鄭琚媛 2652
張素蓉 2321
陸桂英 2651
黃鳳儀、吳理莉 2651
(FAX：26209921)
非書資料組(圖非)
丁紹芬 2123
林秀惠 2143、許琇媛(歐盟) 黃秀錦、唐雅雯 2132
2483
卓靜茹 2141
(FAX：26235140)
郭萱之 2486、黃鈺琪、傅淑 李素真 2486、陳英信 2485
數位資訊組(圖數)
林泰宏 2285
琴 2487
(FAX：26209920)
◎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會圖)主任委員 宋雪芳 2282
執行秘書 李靜君 2287
資訊處(處資)
郭經華 2604、26282921
林錦河 2586、26233704
古惠瑩、陳維君 2805
(FAX：26201740)
黃碧濤 2689
張淑美 2020
專案發展組(資專)
徐翔龍 2808
陳燦珠 2607
(FAX：86312475)
教學支援組(資教)
林東毅 2662、8311(台北)
連楨怡 2128、陳麗婷 2654
張紅燕 2584
楊敏雄、鄭松棻 8311(台北)
資訊處服務台 2468
校務資訊組(資校)
吳鏡澄 2585
徐慧如 2472
(FAX：*26214757)
黃淑雯 2628
網路管理組(資網)
蕭明清 2473
張錦玲、張維廷 2673
(FAX：*26209893)
王裕仁、謝丞智 2896
王啟全 2624、姜美文 2421
張佑嘉 2581
數位設計組(資數)
李淑華 2580
陳明珠 2469
◎資訊化委員會(會資) 召集人郭經華 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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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慧玲 3525、26255840
學習與教學中心
(FAX：*26258074)
(中 習)
教師教學發展組(習教) 李麗君 3528
(FAX：26290550)
學生學習發展組(習學) 何俐安 3530
(FAX：*26290306)
遠距教學發展組(習遠) 王英宏 2489
(FAX：26220497)

蔡哲慧 3526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處友)
校友聯絡組(友校)
募款推動組(友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
際)
國際暨兩岸交流組(際
國)
境外生輔導組(際境)

鄭惠蘭 8122
趙玉華 8125
林秋琴 8124

彭春陽 8121、23515123
(FAX：23918108)
彭春陽
彭春陽
李佩華 2002、26209929
(FAX：26296582)
顏秀鳳 2325

方安寧、林韻潔(卓越計畫)3527

黃鳳娥 2490

林恩如 2325、26296579

李美蘭 3553
(FAX：*26230451)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
中心(中環)
環境保護小組
安全衛生小組
毒化物管理小組

羅孝賢 2227

淡江時報社(時報)

馬雨沛 2040、26251622
(FAX：26214169)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會申)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會訴)
◎員工福利委員會(會
福)
◎表揚好人好事運動
推行委員會(會好)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
會(會工)
◎軍訓教官申訴評議
委員會(會軍)

主

李柏青 2572
董崇民 2574
施增廉 2533

雷菊仙 8123
王筱琪 8126、廖家鳴 8127
姚文琦 2325
温芝琳 2002(卓越計畫)
朱心瑩、顏嘉慧 2003
林玉屏、楊鳳僊 2003
陳慧芝、趙芳菁 2218
梁瑋倩、劉駿志 2818
林淑惠 3551、王存方 3552
彭于禎：麗澤國際學舍 2318
邱俊豪 2005
嚴煒舜 2276
陳玥合 3648

張瑟玉、周秀芬 2799
潘劭愷 2517、黃懿嫃 2041
林薏婷 2040

席

召 集 人

執行秘書

主任委員

業務承辦人

召 集 人

執行秘書

召 集 人

執行秘書

召 集 人

張瓊如 3529、羅麗莉 2161、林姿均
2121
蔡承佑 2160
劉欣怡、李健蘭、邱秋雲 3531
季振忠 2488、張瑞麟 3526
馮富雄 2162、王大成 2163
徐毓旋 2164、張峻愷 2168
楊靜宜、朱玲嬌 2167
于叔仁 2156、黃紘昱 2157
彭國仁 2159
張瑞健 8556、郭達威 8555(台北)

張百誠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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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漢雄 2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