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職別 姓名 分機號碼 單位 職別 姓名 分機號碼

董事會 董事長 187 校長室 代理校長 陳清溪 100

    TEL： 董事 183 FAX：2632-8744 副校長 李惠玲 101

FAX：2634-5212 秘書 賴碧珠 182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傅木龍 102

會客室 180 祕書 劉怡伶 104

會計室 主任 賴春月 120 約聘辦事員 余柏壕 103

辦事員 李苙榕 123 行政教師 張攸萍 301

約聘辦事員 王嬿筑 122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國際長 鈕方頤 188

工讀生 121 約聘辦事員 余柏壕 260

人事室 主任 鍾佩晃 130 總務處 代理總務長 蔡清輝 500

組員 孫瑞悅 131 FAX：2634-1938 出納組   組長 林美伶 540

教務處 教務長 300 事務組/  組長 謝宗遠 510

FAX：2634-1921 副教務長 李金瑛 320 事務組/副組長 鍾億潔 522

印刷室 #331      招生中心 主任     陳麗珠 303 事務組/  技工 張峻嘉 503

招生中心 組長 高惠玲 310 保管組       鄭雅如 521

招生中心 組員 翁錦霞 311 環安組       吳友仁 351

代理教務長/註冊組組長 李美惠 324、593 營繕組       林學懿 514

註冊組      組員 邊雅玲 312 506

     註冊組 約聘辦事員 石佩玉 313 工友 待聘 502

課務組   組長 林貞均 332 會議室 503

課務組   組員 蔡淑華 323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楊士央 340

課務組   組員 曾瑞好 325 FAX：2634-1944

課務組 (夜間) 梁敏政 344 教務處課務組(夜) 約聘辦事員 梁敏政 344

教資中心  主任 熊漢琳 322 總務處營繕組(夜) 約聘技工 練良珍 343

教資中心 約聘辦事員 王嬿甯 347 工讀生(1-1) 346

綜合業務組 組長兼祕書 喻綬英 330 資訊暨圖書中心 主任 陳宗騰 370

綜合業務組   辦事員 蕭維仁 333 軟體開發組組長/資訊組副組長 周利蔚 374

校務研究辦公室 主任 莊明達 301 資訊組約聘技佐 邱仕鑫 371

執行長 張攸萍 301 資訊組約聘技佐 陳維德 372

學務處 學務長/原資中心主任 嚴竹華 400 軟體開發組 約聘技佐 李佳穎 373

FAX：2632-1161 副學務長/生輔組組長 郭東崑 410 軟體開發組 約聘技佐 李權益 362

生輔組  辦事員 陳佩琳 412 圖書組    組長 嚴竹華 360

  生輔組 約聘辦事員 呂愉宣 412 圖書組  副組長 周建羽 364

圖書組約聘館員 蘇芯儀 365

 課外活動組    組長 黃郁雯 420 櫃台 363

課外活動組 約聘辦事員 牛薇淇 422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高教深耕主任 朱錦文 107

課外活動組 約聘辦事員 陳湘竹 421  副研發長 謝珮琳 110

原資中心     約聘辦事員 胡佩雯 401、257  企劃組  組長 林彥君 109

 企劃組  組員 林欣儀 108

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原資中心副主任 曹德慧 401  學術發展組 組長 謝珮琳 110

約聘辦事員 邱曉君 401  學術發展組/高教深耕  余嘉凌 110

 產學組  組長  蘇英華 113

學輔中心 學輔中心/資源教室主任 蓋欣玉 440  產學組  組員 吳凱文 112

資源教室 輔導員 黃思瑄 445 通識中心 中心主任 李金瑛 598

資源教室 輔導員 黃詩暐 441 A611 國文教師 楊景琦 597/283

資源教室 輔導員 阮珮喻 441 A611 教師 李美惠 593

資源教室 輔導員 陳怡伶 411 A605 組員 沈文珊 592

職發/學輔中心 約聘辦事員 吳晨妤 442 A603 教師 傅木龍 102、595

心理師 周柔謙 432 第二教學大樓4樓教師研究室 教師 許存惠 453

心理師 劉衞 442 第二教學大樓4樓教師研究室 國文教師 薛惠琪 584

教師 陳姿穎 682

衛保組 組長 林宛萱 431、205 c 504教研室 教師 劉篤忠 686

約聘護理師(校護) 待聘 430 c 507教研室 國文教師 潘素卿 596

約聘護理師(職護) 待聘 433 c 507教研室 數學教師 徐偉鈞 588

軍訓室 軍訓室  主任 周松和 460 c 507教研室 數學教師 張振華 583

教官兼生輔組副組長 李姿嫺 461 c 507教研室 教師 594

約聘校安人員 462 c 508教研室 教師 王毓祥 590

約聘校安人員 王春良 463 體育室 主任 吳惠琴 451

約聘校安人員 翁正樵 464 (野聲館) 教師 温華昇 456

宿舍 約聘舍監(白班) 徐芝蘭、鄒秀銀 480、481 教師 許存惠 453

宿舍 約聘舍監(晚班) 劉琢仁 480、481 教師 邱淑媛 454

教師 鄭幸洵 455

校園安全中心 緊急通報 2632-3314 工讀生 450、452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分機號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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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別 姓名 分機號碼 單位 職別 姓名 分機號碼

視光科 護理健康學院院長/科主任 丁先玲 585 長期照護學系 商學院院長/系主任 陳秀珍 683

組員 黃錫惠 587 組員 王思燕 684

c 508教研室 教師 林蔚荏 586 c 505教研室 教師 劉麗婷 690

c 508教研室 教師 陳博昊 581 c 505教研室 教師 李寒櫻 690

c 508教研室 教師 王詩嵐 582 c 505教研室 教師 林慧珍 697

c 508教研室 教師 江彦穎 552 c 505教研室 教師 陸瑞玲 697

c 502教研室 教師 林富宮 553 c 504教研室 教師 蔡清輝 287

c 502教研室 教師 廖英傑 553 c 504教研室 教師 劉德誠 293

樂活據點 專案計畫人員 698

工讀生 589 工讀生 685

護理科 主任 呂莉婷 200 外語中心 主任 陳琇娟 560

FAX：2632-8744 副主任 李忠信 216 書記 饒安屏 566

實習組   組長 馮慧卿 201/256 教師 陳韋君 699

     實習組 凃昱綾 203 應外科 主任 陳琇娟 560、565

約聘辦事員 廖姝祺 204 約聘辦事員 柯依妏 561

教師 林宛萱 205/431 第一教學3樓教師研究室 教師 李金瑛 567

教師 206 第一教學3樓教師研究室 教師 林貞均 563

教師 嚴惠宇 207 A612教研室 教師 蔡明杰 565

教師 林  毓 209 A612教研室 教師 鍾瑞明 565

教師 方又圓 210 c 503教研室 教師 黃霆陽MARTIN 568

教師 劉璧瑜 211 c 503教研室 副主任 李智偉 569

教師 林君樺 218 c 503教研室 教師 黃志光 570

教師 蘇英華 113/219 c501教研室 教師 鄭顯旭 289

教師 潘美芳 251 動畫科 科主任 藍靜義 240、322

教師 謝珮琳 253/111 第二教學大樓5樓 約聘辦事員 李紋娟 241

教師 董俊平 254 行政大樓B1教研室 教師 楊士央 300

202 行政大樓B1教研室 教師 藍靜義 322

214 E503 教師 陳宜莉 696

會議室 255 E503 教師 王英龢 243

嬰幼兒保育系 主任 武藍蕙 220、226 E503 教師 呂學銘 243

FAX：2632-1261 組員 陳春月 222 E503 教師 陳天順 246

系辦公室 221/223 E503 教師 580

資管科 主任 蕭曼蓉 280

慈暉樓 陳清溪 100 約聘辦事員 蘇渝婷 282

慈暉樓 莊明達 116 c501教研室 教師 蕭曼蓉 364

慈暉樓 陳麗珠 303 教師研究室 教師 楊景琦 283

慈暉樓 葉麗娟 234 教師研究室 教師 朱錦文 294

慈暉樓 梁可憲 229 教師研究室 教師 陳宗騰 298/370

慈暉樓 陳慧玲 230 c501教研室 教師 益西曲珍 281

慈暉樓 徐千惠 231 c504教研室 教師 彭賓鈺 290

慈暉樓 許世忠 232 企管科 主任 鍾珮珊 270

慈暉樓 鄭美芳 236 約聘辦事員 江昱廷 272

B110教研室 教師 徐鵬翔 275

四樓研究室 張攸萍 682/301 B110教研室 教師 杜崇勇 275

四樓研究室 彭羽琪 682 B111教研室 教師 胡珮高 277 (263)

四樓研究室 陳姿穎 682 B112教研室 教師 連章宸 279

四樓研究室 許存惠 453 B112教研室 教師 265、273

四樓研究室 薛惠琪 584 B113教研室 教師 鍾珮珊 262

B113教研室 教師 264

駐校廠商 學生餐廳 168 會議室 276

特殊場所 特殊場所 警衛室(校本部) 150 特殊場所 特殊場所 內外科實驗室C1010 170

特殊場所 藝文中心 691 特殊場所 基護實驗室C2140 694

特殊場所 體適能中心 157 特殊場所 產兒科C1040 695

特殊場所 提款機緊急連線 2633-0382 特殊場所 生理解剖實驗室C4030 154

特殊場所 電話機房 600 特殊場所 幼保教學演示教室1060A 172

特殊場所 多媒體實驗室(校本部) 156 特殊場所 嬰幼兒營養調膳室1060B 173

特殊場所 野聲館音控室 152 特殊場所 嬰幼兒保健教室1080 174

特殊場所 野聲館貴賓室 158 特殊場所 電梯緊急-行政大樓 530

特殊場所 先雲廳(二樓) 191 特殊場所 電梯緊急-第一教學大樓 193

特殊場所 康寧廳(三樓) 443 特殊場所 電梯緊急-第二教學大樓 680

特殊場所 國際會議廳(三樓) 184 特殊場所 育成中心 660

單機操作說明

(校本部)：

1.撥外線：按0

2.轉接：按R或轉接+預轉接分機

3.辦公室電話代接：按*7

4.內線忙線預約：對方電話中按6

5.至其他處室需電話跟隨：按#6210+分機 + #

6.取消電話跟隨：按#6200

7.三方會談：一般話機按轉接+3      數位話機按轉接+分機或電話+會談鍵

  各科辦公室分機號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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