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因應嚴重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小組」單位防疫窗口名單 

行政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蔡副校長室 建工 溫美智 12242 wen5912@nkust.edu.tw 

俞副校長室 楠梓 陳文菁 22012 winjin@nkust.edu.tw 

李副校長室 第一 曾志芳 34505 emma@nkust.edu.tw 

秘書室 建工 陳雅蕙 12204 baoffice01@nkust.edu.tw 

教務處 第一 林純慧 31108 anlin@nkust.edu.tw 

學務處 第一 黃詣翔 31201 faust@nkust.edu.tw 

--學生宿舍 燕巢 余國倫 18375 yugwo@nkust.edu.tw 

--學生宿舍 建工 林世音 13493 lsilsi1@nkust.edu.tw 

--學生宿舍(男宿) 第一 陳照明 31276 cjmtony@nkust.edu.tw 

--學生宿舍(女宿) 第一 馬孟珠 31273 apple@nkust.edu.tw 

--學生宿舍 楠梓 謝振錫 23853 hthryan@nkust.edu.tw 

--學生宿舍 旗津 郇中明 26101 ice429725@nkust.edu.tw 

總務處 建工 李振宏 31310/12650

/22105 

efchair@nkust.edu.tw 

研究發展處 建工 鄭心瑀 12701 dora0226@nkust.edu.tw 

產學營運處 第一 謝嵐儀 31409 ps991@nkust.edu.tw 

國際事務處 第一 劉芮圻 31601 rich@nkust.edu.tw 

圖書館 第一 曾雅文 31501 takowi@nkust.edu.tw 

進修推廣處 建工 巫聖惠 12801 iaoffice01@nkust.edu.tw 

海洋科技發展處 楠梓 林惠華  23019 peggy510@nkust.edu.tw 

財務處 燕巢 張素珠 12101 susan.s0144@nkust.edu.tw 

教育事業暨產品推

廣處 

建工 蘇芳儀 12861 fangyi0227@nkust.edu.tw 

海事人員訓練處 

 

旗津 許祐豪 25903 kevin0667@nkust.edu.tw 

建工校區綜合業務

處 

建工 林思筠 51002 kylie826@nkust.edu.tw 

第一校區綜合業務

處 

第一 劉容君 53002 evaliu@nkust.edu.tw 

楠梓校區綜合業務

處 

楠梓 張惠雅 52003 chy@nkust.edu.tw 

燕巢校區綜合業務

處 

燕巢 李宗仁 18522 zong.ren.li@nkust.edu.tw 

mailto:faust@nkust.edu.tw
mailto:susan.s0144@nkust.edu.tw


行政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旗津校區綜合業務

處 

旗津 黃緒瑩 25032 bt3754@nkust.edu.tw 

體育室 建工 牟宗櫻 13521 anny7728@nkust.edu.tw 

校友暨實習就業中

心 

第一 張詩欣 12761 cchsome@nkust.edu.tw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楠梓 曾佳琪 22508 cctall@nkust.edu.tw 

電算與網路中心 建工 李淳婷 13132 pboffice01@nkust.edu.tw 

人事室 燕巢 林詩旻 12064 lsm@nkust.edu.tw 

主計室 燕巢 黃清泓 12159 acoffice@nkust.edu.tw 

附設進修學院 建工 陳儷心 12931 jdoffice01@nkust.edu.tw 

 

 

    

學術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工學院 建工 吳念穎 15031 ny0111@nkust.edu.tw 

 第一 張淑卿 32902 miss@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 建工 李竹皓 13002 waoffice01@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 第一 施閔馨 32601 cchhaa@nkust.edu.tw 

海事學院(含海事風

電工程碩士學位學

程) 

旗津 黃斯薇 25011 tkoffice01@nkust.edu.tw 

楠梓 鄭心怡 23572 yi0723@nkust.edu.tw 

水圈學院 楠梓 鐘雅雯 23552 chs@nkust.edu.tw 

商業智慧學院 燕巢 黃瓊瑤 17006 vaoffice01@nkust.edu.tw 

管理學院 第一 江鳳琳 33901 fenglin@nkust.edu.tw 

海洋商務學院 楠梓 鄧雨婷 23102 ufoffice01@nkust.edu.tw 

財務金融學院(含資

訊財務碩士學位學

程) 

第一 黃慧雯 34502 fordorissirod@nkust.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燕巢 王馨珮 18801 kaoffice01@nkust.edu.tw 

外語學院 第一 黃懷谷 35903 micro@nkust.edu.tw 

共同教育學院 楠梓 白佳巧 23292 xaoffice01@nkust.edu.tw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第一 蘇愛晶 38001 gin@nkust.edu.tw 

工學院化學工程與

材料工程系 

建工 方孔伶 15101 sboffice01@nkust.edu.tw 

工學院土木工程系 建工 林文馨 15205 scoffice01@nkust.edu.tw 

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建工 施孝斌 15319 smallice@nkust.edu.tw 

工學院模具工程系 建工 畢于坦 15435 pyt@nkust.edu.tw 

mailto:lsm@nkust.edu.tw


學術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工學院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 

建工 林美汶 17102 shoffice01@nkust.edu.tw 

工學院營建工程系 第一 劉彥伶 32102 angelin@nkust.edu.tw 

 第一 賴杏雲 32103 xingyun@nkust.edu.tw 

工學院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 

第一 趙珮玉 32304 patty@nkust.edu.tw 

工學院機電工程系 第一 林惠貞 32201 aline@nkust.edu.tw 

工學院工業設計系 第一 陳孟君 32701 mindy@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

機工程系 

建工 李育瑋 15555 liyuwei@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

子工程系 

建工 黃永成 15603 890942090@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資

訊工程系 

建工 馬維謙 15801 wfoffice01@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光

電工程研究所 

建工 黃偉誠 13353 skyu91@nkust.edu.tw 

 第一 馮怡婷 32805 clioblue7672@nkust.edu.tw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

動化系統碩士班 

第一 鄭瓊真 32802 chengs@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

子工程系 

第一 陳怡如 32522 yiru721@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

腦與通訊工程系 

第一 劉玉美 32001 miceko@nkust.edu.tw 

電機與資訊學院半

導體工程系 

楠梓 陳珮禎 23364 dimo@nkust.edu.tw 

海事學院造船及海

洋工程系 

楠梓 李淑君 23416 mest@nkust.edu.tw 

海事學院電訊工程

系 

楠梓 高玫靖 23302 mei@nkust.edu.tw 

海事學院航運技術

系 

旗津 蔡孟良 25103 chi2622@nkust.edu.tw 

海事學院輪機工程

系 

旗津 張簡玉楹 25202 cutefox@nkust.edu.tw 

海事學院海事資訊

科技系 

旗津 蔡宜伶 25302 irene@nkust.edu.tw 

水圈學院漁業生產

與管理系 

楠梓 陳伯實 23516 bschen@nkust.edu.tw 

mailto:serena8329@nkust.edu.tw


學術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水圈學院水產食品

科學系 

 

楠梓 吳汶霈 23628 thoffice01@nkust.edu.tw 

水圈學院水產養殖

系 

楠梓 黃聖惠 23702 chn31@nkust.edu.tw 

水圈學院海洋生物

技術系 

楠梓 蔡莉君 23812 lijun723@nkust.edu.tw 

水圈學院海洋環境

工程系 

楠梓 楊素怡 23754 sujacky@nkust.edu.tw 

商業智慧學院會計

資訊系 

燕巢 吳麗青 16621 ching2230@nkust.edu.tw 

vcoffice01@nkust.edu.tw 

第一 陳誼喬 34302 yq920500@nkust.edu.tw 

商業智慧學院金融

資訊系 

燕巢 鍾芳玫 16353 veoffice01@nkust.edu.tw 

商業智慧學院財政

稅務系 

燕巢 廖彩君 16224 vdoffice01@nkust.edu.tw 

建工 鄭富駿 16212 vdoffice01@nkust.edu.tw 

商業智慧學院觀光

管理系 

燕巢 董蕙禎  17237  vgoffice01@nkust.edu.tw 

建工 陳昱廷  17201 vgoffice01@nkust.edu.tw 

商業智慧學院智慧

商務系 

燕巢 殷淑芬 17551或

17552 

vhoffice01@nkust.edu.tw 

 建工 王美琦 17501 vhoffice01@nkust.edu.tw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建工 沈怡雯 17300 BA_1009@nkust.edu.tw 

管理學院高階主管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第一 陳金柱 33960 ccchen623@nkust.edu.tw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

系 

第一 羅偉慈 34101 lolojame@nkust.edu.tw 

管理學院運籌管理

系 

第一 魏渝儒 33201 nell@nkust.edu.tw 

管理學院科技法律

研究所 

第一 李意雯 33701 ywlee@nkust.edu.tw 

管理學院行銷與流

通管理系 

第一 楊炫俊 34201 t3349328@nkust.edu.tw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

系 

燕巢 范舒淳 16157 vboffice01@nkust.edu.tw 



學術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

系 

燕巢 戴韻容 17354 vfoffice02@nkust.edu.tw 

管理學院風險管理

與保險系 

第一 胡漢一 33001 yehu@nkust.edu.tw 

 

 

第一 王雪娥 33002 sylviaw@nkust.edu.tw 

海洋商務學院航運

管理系 

楠梓 陳薪宇 23162 chloe1511@nkust.edu.tw 

海洋商務學院商務

資訊應用系 

楠梓 劉家愷 23903 okenoken07@nkust.edu.tw  

 

海洋商務學院供應

鏈管理系系 

楠梓 蔡文彬 23453 brian@nkust.edu.tw 

海洋商務學院海洋

休閒管理系 

楠梓 鄧昭彬 23873 djb@nkust.edu.tw 

海洋商務學院海洋

事務與產業管理研

究所 

楠梓 林宛瑩 23133 linwy@nkust.edu.tw 

財務金融學院金融

系 

第一 游雅萍 33107 yuyp@nkust.edu.tw 

財務金融學院財務

管理系 

第一 何麗月 34001 moon@nkust.edu.tw 

人文社會學院人力

資源發展系 

燕巢 陳蓓綺 18852 peggy1124@nkust.edu.tw 

人文社會學院文化

創意產業系 

燕巢 諶泳緹 18951 kboffice01@nkust.edu.tw 

外語學院應用英語

系 

第一 曾翠芬 35101 dinna@nkust.edu.tw 

 燕巢 韓正秀 18812 kcoffice01@nkust.edu.tw 

外語學院應用日語

系 

第一 郭素貞 35002 alice521217@nkust.edu.tw 

 第一 陳佩君 35001 s2972751@nkust.edu.tw 

外語學院應用德語

系 

第一 翁欣渝 35202 kayxyw@nkust.edu.tw 

管理學院國際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 

第一 陳逸寧 33903 ning@nkust.edu.tw   

管理學院創業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 

第一 蔡玫涓 33902 vicki@nkust.edu.tw 

mailto:email%3Aokenoken07@nkust.edu.tw
mailto:ning@nkust.edu.tw


學術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共同教育學院基礎

教育中心 

楠梓 林志衡 23253 ath@nkust.edu.tw 

共同教育學院博雅

教育中心 

楠梓 王惠姍 36001/22193 huishan@nkust.edu.tw 

共同教育學院外語

教育中心 

第一 吳蘭香 37001 hsiang@nkust.edu.tw 

共同教育學院藝術

文化中心 

建工 謝德晨 13822 xcoffice01@nkust.edu.tw 

 

 

 

    

其他研究單位名稱 校區 防疫窗口 分機 E-MAIL 

能源科技研究中心 第一 鐘威振 32393 wei0619@nkust.edu.tw 

客家產業創業研究

中心 

第一 陳泱竹 33931 hakka@nkust.edu.tw 

模具鍛壓技術中心 第一 張國秀 32246 changkh@nkust.edu.tw 

金屬技術研發中心 第一 楊正鈺 32233 yachyu@nkust.edu.tw 

智活資創服務中心 第一 趙伯元 32605 poan@nkust.edu.tw 

設備可靠度中心 第一 羅國禎 32345 gu14smil@nkust.edu.tw 

鐵道技術中心 第一 林芝芬 32509 elsie@nkust.edu.tw 

毒災應變中心 第一 刁瑜璇 32351 ritatiao@nkust.edu.tw 

產業環害檢測中心 第一 蕭震銘 32324 ck2962@nkust.edu.tw 

水資源中心 第一 胡書綺 32318 zoehu@nkust.edu.tw 

海洋事務研究中心 楠梓 馬文鈞 23132 dada666@nkust.edu.tw 

 

mailto:zoehu@nkust.edu.tw
mailto:dada666@nk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