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姓名 電話 Email

秘書室 戴伶蓉 7749-1009 g9042701@ntnu.edu.tw

教務處 周明諺 7749-1180 nicloas@ntnu.edu.tw

學務處 錢啟弘 7749-1052 doremi124@ntnu.edu.tw

總務處 廖子毅 7749-1907 chrisliao@ntnu.edu.tw

研發處 吳佳儒 7749-1493 chiaju@ntnu.edu.tw

師培學院 陳怡雯 7749-1241 z59001@ntnu.edu.tw

國際事務處 翁乃忻 7749-1274 roxane@ntnu.edu.tw

圖書館 吳怡青 7749-5270 yiching@ntnu.edu.tw

資訊中心 柯文傑 7749-3733 genieke@ntnu.edu.tw

體育室 高嘉陽 7749-3176 kaoyang6@ntnu.edu.tw

人事室 張明蕙 7749-1286 jang69@ntnu.edu.tw

主計室 李承翰 7749-1163 a690608@ntnu.edu.tw

環安衛中心 宋建興 7749-6509 1090120@ntnu.edu.tw

進修推廣學院 劉偉杰 7749-5846 wjliou@ntnu.edu.tw

僑生先修部 王麗琹 7714-8286 sophiewang@ntnu.edu.tw

國語教學中心 常麗莉 7749-5136 lily@ntnu.edu.tw

科學教育中心 鄧弘仁 7749-6965 alomar@ntnu.edu.tw

特殊教育中心 李孫琪 7749-5075 sunqi@ntnu.edu.tw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王怡芳 7749-1378 ifwang@bctest.ntnu.edu.tw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劉方平 7749-3650 leoliu@ntnu.edu.tw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郭家儀 7749-3244 j950049@ntnu.edu.tw

數學教育中心 郭庭嘉 7749-6630 chiaaa@ntnu.edu.tw

教育學院 呂俊毅 7749-3702 johnny@ntnu.edu.tw

教育學系 湯億松 7749-3879 t04527@ntnu.edu.tw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李和青 7749-3757 t05002@ntnu.edu.tw

社會教育學系 林柏辰 7749-3803 ohhhh624@ntnu.edu.tw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徐偉軒 2321-9618*12 rcae@deps.ntnu.edu.tw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邱政勛 7749-1719 chiu1216@ntnu.edu.tw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何瑞雪 7749-1419 qq2802@ntnu.edu.tw

—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 胡晏菽 7749-1410 swer1111@gmail.com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陳昀嬋 7749-1867 yunchan@ntnu.edu.tw

特殊教育學系 陳佩君 7749-5025 e14021@ntnu.edu.tw

復健諮商研究所 陳佩君 7749-5025 e14021@ntnu.edu.tw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湯億松 7749-3879 t04527@ntnu.edu.tw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湯億松 7749-3879 t04527@ntnu.edu.tw

創造力發展碩士班 呂俊毅 7749-3702 johnny@ntnu.edu.tw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藍苑菁 7749-5427 yclan@ntnu.edu.tw

資訊教育研究所 魏孫憲 7749-3936 ssway@ntnu.edu.tw

文學院 陳莉菁 7749-1471 ufselene@ntnu.edu.tw

—全球華文寫作中心 張琬婷 7749-1492  wanting1029@ntnu.edu.tw

—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 謝孟珈 7749-5524 taiwancenter@ntnu.edu.tw

國文學系 簡惠琴 7749-1459 t21048@ntnu.edu.tw

英語學系 江姿儀 7749-1806 tzuyi@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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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系 李文珠 7749-1506 t23028@ntnu.edu.tw

地理學系 李宜梅 7749-1652 t24014@ntnu.edu.tw

翻譯研究所 李秋慧 7749-3986 t85002@ntnu.edu.tw

臺灣語文學系 謝孟珈 7749-5524 taiwancenter@ntnu.edu.tw

臺灣史研究所 謝維倫 7749-1477 taih@deps.ntnu.edu.tw

理學院 王儷涵 7749-6516 wlh@ntnu.edu.tw

數學系 楊青育 7749-6598 yangcy@math.ntnu.edu.tw

物理學系 陳俊明 7749-6012 chunming@ntnu.edu.tw

化學系 賴怡旬 7749-6111 terresa@ntnu.edu.tw

地球科學系(含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 陳雅玲 7749-6437 yalingchen@ntnu.edu.tw

資訊工程學系 陳鵬順 7749-6657 ackchen@csie.ntnu.edu.tw

科學教育研究所 陳美雅 7749-6791 ntnugise@ntnu.edu.tw

環境教育研究所 何京蕙 7749-6552 gie@ntnu.edu.tw

生命科學系 李友信 7749-6282 e43002@ntnu.edu.tw

藝術學院 許世玲 7749-1988 slhsu@ntnu.edu.tw

美術學系 許柏晟 7749-3026 bocheng1904@ntnu.edu.tw

設計學系 張雅媜 7749-5602 yachen@ntnu.edu.tw

—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黃淑萍 7741-5297*22 winnex8@gmail.com

藝術史研究所 陳姝嬛 7749-5605 csh@ntnu.edu.tw

科技與工程學院 賀育宏 7749-3333 hocat@ntnu.edu.tw

工業教育學系 唐巍芬 7749-3362 sandratang@ntnu.edu.tw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林潔懋 7749-3433 mao123@ntnu.edu.tw

圖文傳播學系 沈姿伶 7749-3594 irene@ntnu.edu.tw

機電科技學系 林淑雯 7749-3502 tvcmail@ntnu.edu.tw

電機工程學系 葉嘉安 7749-3533 aika.ye@ntnu.edu.tw

光電科技研究所 陳麗安 7749-6727 lianc@ntnu.edu.tw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王素菁 7749-6494 ching2629@ntnu.edu.tw

運動與休閒學院 黃美鈴 7749-3188 e51003@ntnu.edu.tw

體育學系 張婉瑛 7749-3193 changwi@ntnu.edu.tw

運動競技學系 廖亮瑋 7749-6823 liangwei@ntnu.edu.tw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李萃瑜 7749-5398 candi08@ntnu.edu.tw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劉姵君 7749-1149 jessicapcliu@ntnu.edu.tw

—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 李雅琦 7749-5515   yclee25@ntnu.edu.tw

—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 黃一雁 2365-7393 hyy7@ntnu.edu.tw

—海外華人研究中心 徐于婷 7749-1836 janie610683@ntnu.edu.tw

華語文教學系 王雪妮 7749-5186 xwang@ntnu.edu.tw

東亞學系 鄭琇方 7749-5396 hsiufang@ntnu.edu.tw

大眾傳播研究所 簡郁凌 7749-5418 mcom@ntnu.edu.tw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鄭昶怡 7749-1621 believer@ntnu.edu.tw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林和蓉 7749-5531 hwayong@ntnu.edu.tw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謝晅霈 7749-3955 ylhsieh@ntnu.edu.tw

—法語教學中心 孫裔淑 7749-3960 patricia@ntnu.edu.tw

音樂學院 左翊廷 7749-3273 joetashi@gmail.com

—音樂數位典藏中心 陳映璇 7749-1691 hinghc21@ntnu.edu.tw

音樂學系 楊雅婷 7749-3003 s0913538@ntnu.edu.tw

民族音樂研究所 馮苾瑩 7749-5446 fengpiying@ntnu.edu.tw

表演藝術研究所、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陳琪薇 7749-5487 2gipa5487@ntnu.edu.tw

管理學院 黃景惠 7749-3293 chhuang01@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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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洪宜青 7749-3297 ychung@ntnu.edu.tw

管理研究所 劉慧儀 7749-3296 natalieliu@ntnu.edu.tw

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陳奕蓉 7749-3289 yijung@ntnu.edu.tw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EMBA) 莊淑蕙 7749-3300 shchuang@ntnu.edu.tw

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盧怡如 7749-3084 luyv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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