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名稱
姓名

(第一位)

E-MAIL

(第一位)

聯絡電話

(第一位)

姓名

(第二位)

E-MAIL

(第二位)

聯絡電話

(第二位)

文學院 楊媛淳 cla@mail.nsysu.edu.tw 分機：3006

中國文學系 黃昱翔 chnzaa@mail.nsysu.edu.tw 分機：3052

外國語文學系 孫翔惠 shiang_hui@mail.nsysu.edu.tw 分機：3133

音樂系 陳譽宗 msp6013@mail.nsysu.edu.tw 分機：3331 林振銘 jasonlin0331@gmail.com

哲學研究所 曾瑋婷 philo@mail.nsysu.edu.tw 分機：3221 鄭宇翔 lelouch2788@gmail.com

劇場藝術學系 高健鈞 kaotwen@yahoo.com.tw 鍾宜春 ta@mail.nsysu.edu.tw 分機：3401

理學院 林品君 fc2008＠mail.nsysu.edu.tw 分機：3502

生物科學系 李春瑛 chunying@staff.nsysu.edu.tw 分機：3626

化學系 張聿隆 qwerty07704401@yahoo.com.tw 分機：3951

物理學系 洪啟倫 garyhcl@mail.nsysu.edu.tw 分機：3711

應用數學系 歐宏毅 ouhon@math.nsysu.edu.tw 分機：3805 蔡秉承 m48m06m48m06@gmail.com

生物醫學研究所 李麗蘭 kokoy@g-mail.nsysu.edu.tw 分機：5812

醫學科技研究所 莊承鑫 chchuang@imst.nsysu.edu.tw 分機：5785

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張鈺翎 kerrycha@mail.nsysu.edu.tw 分機：3506

工學院 程培正 eric62795@gmail.com 分機：4420

電機工程學系 黃怡章 mayyola@mail.ee.nsysu.edu.tw 分機：4107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李明展 mclee@mail.nsysu.edu.tw 分機：4206 張桓 hchangmark@mail.nsysu.edu.tw 分機：4202

環境工程研究所 王嘉禧 chwang09@mail.nsysu.edu.tw 分機：4411

林芷嫺

歐峻豪

黃宗賢

陳怡豪

sophia226@mail.nsysu.edu.tw;

d043030007@student.nsysu.edu.tw

 ;

d043030008@student.nsysu.edu.tw

 ;

m083030007@student.nsysu.edu.tw 

分機：4401

資訊工程學系 朱晉廷 pig851213@hotmail.com 黃莉萍 lphuang@cse.nsysu.edu.tw 分機：4301

通訊工程研究所 顏舟貝 commaa@mail.nsysu.edu.tw 分機：4476

光電工程學系 許馨文 sunflowerred@mail.nsysu.edu.tw 分機：4459

各系所數位課程技術協助窗口名單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林慧婷 tp.tp3721@mail.nsysu.edu.tw 分機：4050 楊國裕 kuoyu@mail.nsysu.edu.tw 分機：4087

電機電力碩士學位學程 黃怡章 mayyola@mail.ee.nsysu.edu.tw 分機：4107

電信碩士學位學程 顏舟貝 commaa@mail.nsysu.edu.tw 分機：4476

管理學院 陳奕璇 pa@cm.nsysu.edu.tw 分機：4516 李翊妘 jenny.lee@cm.nsysu.edu.tw 分機：4519

企業管理學系 洪慈音 sammy@mail.nsysu.edu.tw 分機：4602

資訊管理學系 蘇俊夫 tomsu@mis.nsysu.edu.tw 分機：4705 吳文菁 wchin@mis.nsysu.edu.tw 分機：4702

財務管理學系 廖景怡 cyliao@cm.nsysu.edu.tw 分機：4803 曾雅凰 tyh@cm.nsysu.edu.tw
分機：4801、

4802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李麗敏 limoon@cm.nsysu.edu.tw 分機：4904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雲娟 janet11022000@cm.nsysu.edu.tw 分機：4920 簡明美 mm0614@mail.nsysu.edu.tw 分機：4921

行銷與傳播管理研究所 陳怡姍 ask13768@gmail.com

賴瓊淑

杜昌正

何聲婷

laishushu170@gmail.com;

404012564@gapp.fju.edu.tw;

salina83726@gmail.com

EMBA 蔡佳玲 upm@cm.nsysu.edu.tw 分機：4514 賴慈婷 nsysuemba@cm.nsysu.edu.tw 分機：4505

CSEMBA 涂瑜芳 csemba@cm.nsysu.edu.tw 分機：4527 桂瑞芬 ritakuei@163.com 分機：4527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 黃于芬 ibmba@cm.nsysu.edu.tw 分機：4506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李國偉 ghrmaa@cm.nsysu.edu.tw 分機：4945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林欣郁 intlmanager@cm.nsysu.edu.tw 分機：4507

海洋科學學院 林津霈 mrscaa@mail.nsysu.edu.tw 分機：5003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方舜億 pineapple861203@gmail.com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蔡心心 hsin@staff.nsysu.edu.tw 分機：5062

王冠涵

黃聖凱

黃若宸

lucy122lucy122@gmail.com ;

ke2958@gmail.com;

joocheen@g-mail.nsysu.edu.tw

海洋事務研究所 宋明軒 mrisaa@mail.nsysu.edu.tw 分機：5301 江岱峰 ck09801273@gmail.com

海洋科學系 王子彥 kcg001@mail.nsysu.edu.tw 分機：5102 陳彥竣 m085090011@student.nsysu.edu.tw

海下科技研究所 楊光哲 ygc@mail.nsysu.edu.tw 分機：5273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林品君 ddpmaa@mail.nsysu.edu.tw 分機：5411

社科院 張盈潔 prada@mail.nsysu.edu.tw 分機：5501

政治學研究所 朱鵬光 nsysu.wayne@gmail.com
謝鐘瑩

蔡典堯

tracy66@mail.nsysu.edu.tw;

bitytty@gmail.com
分機：5552

經濟學研究所 蔡育萍 octo@mail.nsysu.edu.tw 分機：5613 何秀燕 econaa@mail.nsysu.edu.tw 分機：5611

教育研究所 黃馨瑩 cutexying@mail.nsysu.edu.tw 分機：5882
郭淑婷

夏珮甄  

shuting@mail.nsysu.edu.tw;

hugawoosa0106@gmail.com
分機：5881



政治經濟學系 紀姿伶 poleco@mail.nsysu.edu.tw 分機：5581 馮柏睿 gary93092@gmail.com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吳千宜 wcy0916@mail.nsysu.edu.tw

社會學系 陳美玲 giosaa@mail.nsysu.edu.tw 分機：5651

伊斯理緞

•馧博薾

羅芊榕

pk12181995@gmail.com;

f86611@gmail.com
分機：5652

EMPP 黃暐婷 empp@mail.nsysu.edu.tw 分機：5502

亞太事務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賴宛晨 imapaa@mail.nsysu.edu.tw 分機：5531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英語學程 李若婷 ruohtyng114@mail.nsysu.edu.tw 分機：5599

師資培育中心 黃馨瑩 cutexying@mail.nsysu.edu.tw 分機：5882 郭淑婷 shuting@mail.nsysu.edu.tw 分機：5881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程

人科學

程-張家

毓

cmd8099@mail.nsysu.edu.tw
許魁

黃卓群

kueihsu1@icloud.com;

suh43533223@gmail.com

西灣學院基礎教育中心 徐志丞 gehsaa@mail.nsysu.edu.tw 分機：5852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洪子軒 a0928405201@gmail.com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鄭文雯 wenwen.cheng@mail.nsysu.edu.tw

服務學習教育中心 洪子軒 b054020029@student.nsy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