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 修 部 執 行 長 暨

主任
吳柏萱 210 烘焙系 主任 楊玲惠 870

董事長室 陳柏鍠 600 註課組(夜) 組長 林家宏 212 烘焙系辦公室 黃致菁 871

董事長秘書室 陳澤彬 601 註課組(夜) 楊麗芳 211 婚顧系 主任 李明成 880

校長室 簡宣博 610 註課組(夜) 蔡惠宜 213 陳世屏

副校長室 陳美菁 611 學務組(夜) 組長 吳佳靜 217 徐嬿茹

校長室主任秘書 曾宥懌 613 學務組(夜) 羅苑菁 214 警衛室 506

稽核組 組長 洪久惠 614 學務長 李明成 300 圖書館2F會議室 508

校長秘書室 黃慶郁 612 生輔組 組長 鄭健廷 301 圖書館3F會議室 509

總務長 呂長民 500 生輔組 王秀鳳 303 E801會議室一 781

事務組 組長 王湘嵐 502 課指組 組長 張嘉倫 302 E806會議室二 782

事務組 顏唯淳 518 林冠宏 國際會議廰 783

環安組 組長 蔡明原 503 劉雅菁 招待所 101室 531

環安組 何正昌 501 體育室 主任 郭秀燕 304 招待所 102室 532

油印室 李玉鳳 507 學生會 309 招待所 103室 533

工友工作室 519 招生處 主任 何建德 209 招待所 104室 534

保管組 組長 吳淇森 205 招生處 副主任 郭秀燕 招待所 105室 535

文書組 組長 何崑榮 505 招生處 邊新鼎 招待所 106室 536

出納組 組長 賈聖平 504 服務學習中心 王文宏 202 招待所 107室 537

出納組 沈怡君 517 女生宿舍交誼廳 307 招待所 108室 538

人事室 主任 林宗良 410 女生宿舍 舍監室 饒麗珍 431 招待所 109室 539

胡桂芬

陳宛玲

會計室 主任 詹景淳 420 學輔中心 主任 許育菁 316

林育如 黃麗燕 太  保  校  區

    莊采璇 蔡嘉偉 董事長室 陳柏鍠 1-600

教學資源中心 850 蔡欣宜 校長室 簡宣博 1-610

圖資中心 主任 陳明德 215 黃燕玲 太保分部執行長室 李明成 1-200

圖書館 館長 吳淇森 205 學輔中心 資源教室 315 太保分部執行長     李明成 1-501

圖書館1F書庫 呂芯瑜 215 衛保組 組長 郭秀燕 總務組 徐嬿茹 1-201

圖書館5F期刊室 洪莉莉 216 衛保組 吳慧珠 教務組 郭秀蘭 1-202

電算中心 主任 王文宏 206 軍訓室 主任 劉東旭 310 學務組/總機 鐘錦森 1-201

電算中心 吳誼瑄 207 王江山 運休系 主任 駱俊霖 1-250

電算中心 諮詢室 801 湯文財 學輔中心 1-231

電算中心主機室 李志強 802 數位媒體系 主任 郭芳娥 250 學生宿舍 舍監室 1-307

電算中心研究室 黃嘉彰 803 數位媒體系 4F 251 招待所 1-308

推廣中心 主任 何崑榮 數位媒體系研究室 3F 252 校安值勤室 1-309

推廣中心 黃秀卿 餐管系 主任 郭慧儀 220 警衛室 1-506

通識中心 主任 唐潤洲 281 餐管系辦公室 呂佩慈 221 旅遊系/實習餐廳 1-211

通識教師研究室 282 餐管系教師研究室 222 ◎太保分播嘉義於分機號碼前加7

研究發展處 處長 陳雲雯 320 社福系主任 郭俊豪 260

兩岸暨國際事務中

心
陳雲雯 321 社福系 張雅雯 261

就業輔導組 組長 洪正禮 322 企管系 主任 翁志成 810

技術合作組 組長 黃家榆 324 茶文化 主任 方婷婷 830

教務長 陳澤彬 200 時尚系 主任 郭美貝 841

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周鉦凱 201 時尚系辦公室 賴怡婷 840

註課組(日) 組長 王文宏 202 旅遊系 主任 何秉燦 860

註課組(日) 黃美燕 203 旅遊系辦公室 陳依鴻 861

註課組(日) 邱瀞瑩 204 旅遊/實習旅行社 510

註課組(日) 郭秀蘭 208

婚顧系辦公室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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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中心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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