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9 學年度 

               專、兼任行政人員名單及校內分機              P1109.9.24 

單  位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行政助理 

老師 
職    員 備註 

秘書室 

主 任 秘 書             

王台珍      107 

 

代理秘書     隋杜卿 

               112 

文書組 

 李苑妡        113 

鄭俊炫    111/167 
高儷芳        115 

 

教務處 
教務長  吳國文 

        201 

課務組長     鄭雅方 

               205 

註冊組長     王月美 

               204 

 

招生組長     周佳雯 

               888 

教學服務組長 洪葦倉 

               212 

 
林麗卿     黃郁琪 

  207       206 

王玟筑     高春芬 

  218       202 

王乃玫      203        

鄭俊冠     高亦璇 

  213       216 

陳美華      209 

 

 

 

林惠君 

208 

陳郁臻 

219 

謝逸軒 

  215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毛萬儀 

       301 

課指組組長   姜竹如 

               310 

 

生輔組組長   石龍泰 

            361/360 

 

衛保組組長   祁安美 

               340 

體育組長     王秋燕 

               330 

學輔中心主任 李玉惠 

               320 

 

 

 

 

張瑀蒨     黃詩媁 

  313        311 

龍曉芳       312 

張沛芸     康淑敏 

  362        363 

陳安棋       354  

 

 

楊天燕     陳  毅 

  341        331 

周樂鵑     陳穎姿 

 321         321 

大明樓宿舍: 

2437-6152 

秋瑾樓宿舍 

2437-5381    

2437-5382 

賴憶雯 360 

(原資中心) 

夏聖皓(下午)    

  351 

郭雪英 354 

吳美滿 354 

王慧霞 322 

趙  婕 322 

何柏萱 322  

楊毓綾 323 

許雅婷 323 

總務處 
總務長   鄭俊彬 

        401 

事務組組長    
代理組長    隋杜卿 
             416 
 
營繕組     
代理組長    賴人豪 
              412 
 
保管組 
出納組 

 耿淑娟     張燕妮 
 415         406 
郭朝木     陳正諺 
 416         429 
 
謝季嫻     吳秋桂 
 430         409  
鄭惠娟       405  
許麗娟     葉倩妤 
 408         407 

 

餐廳    356 

 

研究發展處 
處 長   劉怡昕 

        610 

學產組長    李竹菀 
                612 

實習就業輔導組組長    

 李青芬 

 611  

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

組組長       周錦梅 

               616 

 

李平宇       613 

   

賴建男       615 

吳明樺       618 

 

 

潘叡歆        614 

 

 

 

 

 

張瀅璿  619 

推廣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鄭俊彬 

        401 
  

何蘭香       601 

             602 

推廣專線: 

2437-5565 

2437-579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9 學年度 
                   專、兼任行政人員名單及校內分機                 P2  109.11.6 

單  位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行政助理 

老師 
職    員 備註 

進修部、 

進院進專 

主 任   陳鴻祥 

        502 

教務組長兼   

總務組長     

學生事務組長   503 

 
廖翊衣      羅詩涵 
 505          509 
許清柏        507 

 

會計室 
主 任   吳秀湄 

         120 
  

陳秋萍      許靜瑜 
 123          122 
許以恬        121 

 

人事室 
主 任   陸忠瑜 

         130 
  

單中英      謝孟珊 
 131          132 
陳怡君        133  

 

軍訓室 

(校安中心) 

代理主任 毛萬儀 

           301 
 

 

 

吳佳恩   陳文政 

 364      364 

林宜靜   王詩珮 

 352       352 

環境安全 

衛生室 

主任     鄭俊彬 

           420 
  許嘉弘        420 

 

圖書資訊中心 
中心主任 尤瑞崇 

         270 

圖書藝文組長    

           王淑君 

             722 

 

資訊組長   賴忠成 

             711 

 張智琪      潘思帆 
  720         721 
 
陳雍熙      劉宥伸 
  713         714  
曾雍哲      尤晟翰 
  713         710 

 

電腦報修   712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

所 

所 長   莊麗貞 

         850 
  沈靖敏        851  

護理系（科） 
主 任   王雪娥 

         220 
 

林沄萱  

222 

張梅芳 

  223 

王嘉緯      林詩芸 
  222         221 
蔡季妘      邱惠芳 
  221         223 

 

食品保健系 
主 任    蔡政融 

         230 
  童王慈        231 詹佳紋     231 

幼兒保育系（科） 
主 任    陳姣伶 

         240 
 

張嘉紓 

  242 
黃宗瀚        241 
何蘭香        241  

美容流行設計系 
主 任    邱秀娟 

        250 
 

王惠欣 

  252 
陳禹彣        251   

餐旅廚藝管理系 
主 任    周景堯 

         260 
 

陳櫻珠 

  816 

張琇瑩 

  814 

林雪釵      林佳霈 
  261         262 
周玥先        261 

張恩齡     828 

 

醫護資訊應用系 
主 任    尤瑞崇 

         270 
 

 
              271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主 任    蘭震輝 

         290 
  虞雅茹        291  

高齡照顧福祉系 
主 任    陳雪芬 

         810 
  賴文雄        811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施貝淳 

        149 
  

張偉鈺 

  143 
郭品秀        143  

口腔衛生照護系 
主任     藍文謙 

          801 
 

陳鴻逸 

  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