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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編號 責任區域 執行人 代理人 備註(分機)

秘書室 1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石美英 鍾純梅 1009、1016      

校友聯絡中心 2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聶瑋齡 1006

教務長辦公室 3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葉心怡 陳成國 1101、1117

註冊組 4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連建榮 陳成國 1110、1117

課務組 5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怡如 陳潔如 1050、1052

綜合業務組 6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黃良琴 林純絹 1150、1152

教發中心 7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林曉微 許綾娟 1132、1138

綜合大樓教室 8 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潔如 陳禕穎 1052、1054

教研大樓教室 9 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潔如 陳禕穎 1052、1054

生保組 10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何家玲 王郁鈞 1350、1353

課指組 11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泰源 周冠宏 1311、1313

12 學生宿舍區 郭竑佑 吳道源 3701、1952

13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徐瓊貞 楊松江 1950、1953

學輔中心 14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游晴雯 林信宏 1451、1454

學涯發展中心 15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馬忠良 古蕙珠 1461、1463

16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姚嫻蓉 沈梅均 1233、1230

17 機車及汽車停車場空間 蔡孟修 陳鏇光 1229、1227

出納組 18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王鳳雀 黃巧伶 1050、1250

文書組 19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丘彥涵 劉文斌 1257、1242

營繕組

環安組

21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王灝叡 許欣瑜 1253、1254

22 大漢樓1-2及4樓教授宿舍 王灝叡 劉智超 1253、1255

23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劉詩可 王貽宣 1911、1912

24 大漢樓三樓育成中心 陳世明 2602、1911

圖書館 25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呂允在 曾聖峰 1701、1703

26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羅景中 楊宜晨 2455、1425

27 教研大樓一樓及B1展場 柏雅婷 羅景中 2454、2455

28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黃書蘭 高瑋鴻 1751、1753

29 演藝廳及所屬公共區域 高瑋鴻 蔣旺達 1753、1755

30 福舟廳及所屬公共區域 蔣旺達 鍾俊勇 1755、1759

31 演講廳及所屬公共區域 高瑋鴻 鍾俊勇 1753、1759

32 國際廳及所屬公共區域 蔣旺達 黃書蘭 1755、1751

電子計算機中心 33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姿君 江麗慧 1806、1803

研究發展處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劉智超 莊佳益20

軍輔組

事務組

1260、1238

保管組

藝文中心

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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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研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1-2樓中庭 鄭志強 林文玲 1613、1614

35 教研B01教室及B1中庭 江季凌 劉懿嫺 1616、1615

人事室 36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詹淑媛 盧俊宇 1505

會計室 37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盈萱 江雅嵐 1564、1565

美術學院 38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凱恩 劉名將 2001、2002

美術學系 39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游宗偉 朱姙培 2020、2012

美術系版畫藝術碩士班 40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黃得誠 2181、2011

書畫藝術學系 41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林淑芬

(日)

陳重亨

(夜)

賴香因

林佳穎

2052、2058

2051、2059

雕塑學系 43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各專業教室及所屬公共黃耀陞 巫姿陵 2132、2131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44 辦公室、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邱鈴容 張庶疆 2074、2072

設計學院 45 辦公室(含博士班)及所屬公共區域 黃元清 陳孝恩 2202、2604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46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宋政勳 陳欣瑋 2211、2212

47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曾煥荻 陳瑩娟 2111、2112

48 陶瓷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梁家豪 曾煥荻 2120、2111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49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林月萍 李羿伶 2155、2154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 50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黃于真 2174

傳播學院 51 辦公室、攝影棚、副控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姜苑文 吳瑩竹 5003、5001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52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高正義 鄭伃珊 2252、2251

廣播電視學系 53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高雅紋 莊晴雯 5014、5011

電影學系 54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陳健廷 蘇怡華 5051、5052

表演學院 55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蘇麗君 邱毓絢 2502、2501

戲劇學系 56 辦公室、實驗劇場、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賴言勝 劉心韵 2572、2581

音樂學系 57 辦公室、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許芷菁 陳一蘋 2512、2511

中國音樂學系 58 辦公室、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郭姝秀 鄭紹濱 2532、2531

舞蹈學系 59 辦公室、教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林志駿 陳怡伶 2562、2559

人文學院 60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林雅卿  2402

藝政所 61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張文采 2701

藝教所 62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曾少儀 2451

辦公室、研究室、305、306教室、四樓外語辦

所屬公共區域

辦公室、地下室運動中心及所屬公共區域、籃

場及綜合大樓地下室

師資培育中心 65 辦公室、會議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廖萍蘭  2413

文創處 66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林可凡 陳佳琳 206、204

國際事務處 67 辦公室及所屬公共區域 鄭靜琪 張育萍 1923、1927

2432、2431

2471、2479

63

64

教育推廣中心

工藝設計學系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教學中心

凃曉怡 吳雅琪

鄭何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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