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衛室 進修推廣部 fax：8561097

2300 ：總機 2305 ：牛河山主任 fax：8575983 2389 ：陳翰霖主任 2399 ：方家倩     

2336 ：第一警衛室 2557 ：第二警衛室
   學務組及

     總務組
2305 ：牛河山主任兼任 自然學科 2131 ：陳立仁組長 2466 ：王榮琇

教務組 2314 ：賴玫瑾組長 人文社會學科 2465 ：楊珍慧組長 2443 ：石芷瑄         2732：

校長室 推廣教育組 2315 ：蔡欣晏組長 2398 ：謝湧丞 華語文中心 3F 2468 ：羅珮瑄主任 2470 ：林心如

2301 ：羅文瑞校長 2383 ：吳韋奕 2311 ：進修部會議室(3F) 體育學科 2359 ：胡凱揚組長 2380 ：黃溥翔         2356：林筱瑋

 (人社院總機)：8572677

秘書室 總務處 fax：8577261 5924 ：體適能中心 5925 ：黃溥翔

2304 ：何玉菁主秘 2394 ：魏子昆總務長

2301 ：馮甜妮 2302 ：陳亭心 2308 ：全校長途電話 fax：8561072

稽核組 2724 ：王怡文組長 2303 ：黃若綺   文書組 2310 ：陳玉娟組長 2312 ：邱麗梅 2261 ：陳清漂教務長兼任

文宣公關組 2393 ：葉秀品組長 2747 ：蔡淵轅 保管組 2339 ：蔡詠倫組長 2391 ：李娟娟 2263 ：呂品嫻  

校務研究組 2141 ：蔡芳玲組長 2142 ：曾采苓　 事務組 2424 ：林柏翔組長 2390 ：魏鑫  

志業整合

與實踐中
2445 ：郭又銘主任 2446 ：胡嘉渝 2449 ：賴明仁、吳文清 2357 ：莊銘忠、胡碧虹

2445 ：劉純宏 2444 ：胡庭萱 採購組 2386 ：潘筱雯組長 2580 ：吳淑芬 fax：8571820 2213 ：宋惠娟所長 2210 ：廖玟琇

2748 ：陳湘昀 2335 ：黃怜穎 2228 ：林雅雯 2222 ：連柏勛

人文室  環安組 2392 ：賴蓎諼組長 2375 ：潘玉瑄 2200 ：連柏勛 (樂活俱樂部D104) 2259 ：方靜雯、吳政樺

2376 ：謝麗華主任  營繕組 2358 ：吳榮源組長 2309 ：周宜靜 fax：8573738 2333 ：吳季畇(實證中心)     (瑞智憶學苑B101.B102)

慈懿活動組 2327 ：黎依文組長 2360 ：簡妤燕 2354 ：柯東政 2346 ：林世峯、彭進興 

教育人文組 2476 ：謝麗華主任兼任 2476 ：蔡宛真 2999 ：林彥廷
 2355 ：林錦榮、陳銘偉 fax：8577962

2325 ：張紀萍主任 2323 ：潘秀怡

教務處 fax：8578941 研究發展處 fax：8460320 2447 ：辜美安副主任

2319 ：陳清漂教務長 2374 ：林祝君研發長 教學組 2409 ：李姿瑩組長 2345 ：呂冠妤

課務組 2343 ：吳晋暉組長 學術服務組 2714 ：楊嬿組長 2217 ：黃佳敏、王宜茜 2352 ：許莞苹         

2432 ：范若瑩 2461 ：何美燕 2647 ：邱宇 2395 ：吳亞儒 實習組 2403 ：林珠茹組長 2326 ：邱麗月       

註冊組 2366 ：賴春伎組長 2318 ：潘秀沼 産學專利組 2373 ：張玉婷組長 2715 ：徐雅繪 2402 ： 2218 ：張芳嘉 

招生組 2730 ：王承斌組長 fax：8465770 2215 ：徐少慧功能性組長 行政組 2646 ：       功能性組長  2646 ：王卉榆

2729 ：張素卿 2734 ：邱宜榛 創新育成中心 2373 ：張玉婷主任 2216 ：黃惠滿老師(OSCE總召) 

實習就業組 2201 ：陳志遠組長 2433 ：陳怡孝 2202 ：余千慧 2219 ：余玉琴 護理招生組 2352 ：曾瓊禎功能性組長 2216 ：王韻涵

2406 ：會議室、電腦區

fax：8465413 碩士班 2143 ：辜美安老師 fax：8562556

2227 ：林俊銘主任 2480 ：郭又銘國際長 2448 ：古騏嘉

2754 交流組 2220 ：王寶琳組長 2372 ：林佩雯

2758 ：王棉棉 2756 ：李秉軒 2755 ：蔡青青 教育組 2582 ：楊之瑜組長 fax：8580941

2749 ：曾韻宇 2751 ：李珈綾 2753 ：林慧蓮 2221 ：董倬君 2479 ：盧蔚嘉 2232 ：湯麗君主任 2251 ：林子婷

2757 ：白植皓 2752 ：林瑋杰 2792 ：許禮驛

2203 ：林宜漩 2728 ：李思嫻 會計室 fax：8466082

2711 ：江玉君主任 2321 ：吳宜倩 2377 ：洪茂欽主任 fax：8561396

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4F) fax：8577319 會計組 2322 ：陳韻如組長 2711 ：孫雅柔 2378 ：張心怡 2331 ：系辦公室            2651：

2500 ：羅珮瑄主任 2501 ： 出納組 2229 ：陳玫君組長 2736 ：張汶如

2520 ：馬維妮 2540 ：張郁苓

 人事室  fax：8578921 2257 ：蔡宗宏院長   

學生事務處 fax：8466341 2350 ：張智銘主任 2650 ：楊妙真

2316 ：牛江山學務長 2328 ：練美君 2733 ：陳慧翎

生活輔導組 2341 ：孫明堂組長 人事行政組 2351 ：邱雪媜組長  fax：8561182

2489 ：林雅玲 2490 ：陳偉綺 2369 ：藍毓莉主任    2368 ：林家瑀

宿舍服務股 2317 ：歐陽君泓 2741 ：劉懿興 圖書館 fax：8580942 2649 ：系辦公室

衛生保健組 2417 ：李洛涵組長 fax：8466340 2564 ：謝易達館長

2362 ：陳菱筑 2313 ：方雅萱 2561 ：一樓櫃台-李雅莉 fax：8560713

2340 ：李佩穎組長 2226 ：楊秋霞 fax：8571469 2569 ：二樓櫃台-廖椿淵組長 2416 ：游崑慈主任      2415 ：張雯萍

2342 ：曾文屏 2397 ：林亞薇 2396 ：葉昱成 讀者服務組 2564 ：謝易達主任兼任 2570 ：王蘭君 

軍訓室 2316 ：牛江山學務長兼任 資訊服務組 2784 ：翁銘聰組長 2567 ：陳惠玲 fax：8560631

2627 採編組 2560 ：廖椿淵組長 2257 ：蔡宗宏院長兼任主任

校安中心 2491 ：鍾明璇教官 2725 ：張金木教官 2712 ：石美玲 (採購) 2563 ：劉燕臻(編目) 2659 ：林欣怡   2660 ：系辦公室  

2385 ：潘惠美教官 

電子計算機中心 fax：8577565

宿  舍 2789 ：謝依蓓主任 2434 ：徐宜成主任    

3204 ：致善樓(一) 3299 ：致善樓(一) 教育訓練組(2F) 2348 ：呂家誠組長 2337 ：賴愛姍

3500 ：致真樓(二) 3501 ：致真樓(二) 系統管理組(2F) 2133 ：陳駿閎組長 2450 ：梁宗偉

3441 ：致美樓(三) 3442 ：致美樓(三) 2585 ：陳冠煌

3581 ：社團辦公室 軟體開發組(3F) 2349 ：林信漳組長 2367 ：董事長室 2367 ：A307接待室

2583 ：徐櫻甄 2584 ：陳慧欣 2329 ：A306第一會議室 2361 ：A310第二會議室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2276 ：邱筠   2738 ：鄭朝陽、羅立健 2388 ：D106博雅講堂 2739 ：E106北階軍訓教室

2462 ：高夏子主任 2462 ：林宸伶 2568 ：校史館 / 原住民博物館 2562 ：圖書館大禮堂

2212 ：王筱琳、游翊 2353 ：蔡思妤、朱桓宥 2208 ：A212多功能微觀教室 2419 ：A204多功能E化教室

2710 ：郭育倫主任 fax：8461020 2472 2279 ：智耕樓1樓東側迴廊

fax：8578543 教學專業組 2705 ：簡子超組長 2265 2370 ：知足咖啡1館(B116)

2338 ：郭曉晴主任 2721 ：李采珊 2704 ：陳筱茹 2266 ：智耕樓演藝廳 2268 ：智耕樓階梯教室

2344 ：蔡利亞 2664 ：吳宇涵 執行管考組 2710 ：郭育倫主任兼任 2255 ：協力樓國議廳 2253 ：協力樓貴賓室

2132 ：葉麒、呂冠儒 2387 ：蘇偉閔、吳雅雯 2699 ：林翊凱 2745 ：余柏頡 2429 ：A212-2 慈懿小築 2556 ：餐廳

專線：8577959

 學生活動中心

護  理  學  院

長期照護研究所

全人教育中心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111學年第2學期全校電話明細表
 學校電話：8572158  fax：8577261   校安專線：8571463   太昌派出所：8569425 

精舍：8266779  靜思堂：40510777  醫院：8561825  慈濟大學:8565301  中學:8572823  小學：8578819 本校餐廳：8572158-2556

                               FreePP網路電話簡碼：精舍800；慈院801；慈大811；人社院812；慈中813；慈小814      學校統編08149429            製表：112.05.12(第7版)  修正藍色

高教深耕

計畫組
：鄭楹卉經理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所

  課外活動

指導組

護理系所(科)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長期照護科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所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危機處理中心 專線：8571463

餐旅科及廚藝系

：胡柏均教官

：知足咖啡2館(藝文空間) 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  

美崙校區專線     8573553 劉芳瑜   林立威

其      他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慈誠懿德室(智耕樓155)



管理單位 分機                                   各專業教室、實驗室及地點                                         112.02.03製

電算中心 2440 ：電腦教室(一)C104

2269 ：電腦教室(二)C103

2270 ：電腦教室(三)C102

2271 ：電腦教室(四)C203

2451 ：電腦教室(五)C402

2467 ：電腦教室(六)A408

研發處 2223 ：新創聚落2(智耕樓500-1)

2224 ：新創聚落1(智耕樓500-2)

2225 ：集思廣舍  (智耕樓500-3)

2333 ：社區健康照護研究中心、台灣實證健康照護中心

2347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智耕樓459)

    奈米生醫分子雷射光譜實驗室、中草藥實驗室、生醫材料分析實驗室、分子免疫學實驗室

2707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二-傅立葉實驗室(智耕樓505)

2746 ：分子醫學實驗室(智耕樓502)

2755 ：創客空間(智耕樓501)

全人中心 2347 ：解剖實驗室(一)D403、(二)D401、國學教室B315、文化教室B314

2428 ：生理實驗室B311

2429 ：生物實驗室D201、普通物理實驗室B107

2463 ：化學實驗室A304

醫放系 2477 ：輻射安全實驗室B107、超音波實驗室B111

2477 ：核子醫學實驗室B112、放射診斷暨影像實驗室一、二B108

2644 ：細胞及分子輻射生物實驗室(智耕樓457)

2706 ：粒子遷移模擬實驗室(智耕樓504)、醫學物理實驗室(智耕樓503)

2708 ：放醫所教室(一)(智耕樓356)

2709 ：放醫所研究生研究室(智耕樓361)

護理系 2267 ：多功能護理教室C307、ICU護理情境教室C308、C309、器材室C406

2306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教室F204

2307 ：基本護理實驗室F104

2332 ：兒科護理實驗室B206、產科護理實驗室B208

2332 ：中西醫整合護理實驗室E301

2427 ：健康評估實驗室E202

2427 ：營養學教室B312

2723 ：微生物實驗室D203

2231 ：護理臨床技能中心中控室F303A

2230 ：護理臨床技能中心辦公室F302

(大喜廣場) 3233 ：精神衛生實作教室、社區照護實作教室  DAXI105

3233 ：樂齡照護示範中心 DAXI101、兒科護理實作教室 DAXI106、大喜管理室DAXI104

長照所 2214 ：專題討論室360-7

2200 ：樂活俱樂部(D104)

2492 ：樂齡創客練工場 (D105)

2259 ：瑞智憶學苑B101、B102

醫管系 2423 ：醫務管理情境模擬教室C204

行管系 2370 ：行銷流通實習教室(知足咖啡)B116

2265 ：智慧商務情境教室(智耕樓018)

資管系 2145 ：雲創意設計中心B212

2381 ：虛擬實境暨多媒體實驗室C205

2382 ：行動應用與服務實驗室C206

2488 ：專題教室C306

2586 ：網路安全實驗室C106、數位媒體實驗室C107、互動多媒體創作中心C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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