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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技大學 校園防疫小組組織架構及各單位防疫聯繫窗口 

109.02.26

 
召集人/校長

 

副召集人 楊副校長
副召集人 任副校長

防疫窗口: 全校疫情通報-
校安中心(#1900)
衛保組 (#1260)

新聞發布
蘇主秘/秘書室

(陳筱晶行政組員 #1003)

健康追蹤單位
 專業諮詢

 
執行單位

 

 
資源單位 

 

 
行政支援部門 

 

健康中心
衛保組

(黃品惠護理師 #1266)

 
後送醫療系統

 

境外生出入境掌握-
國際處

(范政揆組長 #6517)

安心就學措施-
教務處

(董銘惠組長 #1113)

高危險對象住宿-
學務處/宿舍

(戴志光組長 #1211)

上課/集會防疫管理
教務處/學務處/進修部

 (黃琬婷專員#1135/繆自堅行政組員#1214
/江旌菱行政組員#1723)

膳食供應/餐廳管理-
總務處/學務處(檢驗)

(邱莉華組長 #1341/廖淑惠護理師#1267)

防疫雲端資訊系統-
計網中心

(洪碧珍組長 #3214)

防疫物資採購-
總務處/採購

(劉清津專員 #1318)

關懷小組-
學務處(心輔中心)

(蔡惠菁心理師 #1275) 

 主計室
(官月環專委 #1511) 

勤務排班-
人事室

(戴丞培組員 #1606)

消毒小組/校園管理/運輸小組-
總務處及安環中心

(汪文賢先生 #1320/黃慶蓮小姐 #1380)

 
全校各單位執行防疫措施

 

學校安全管控-
駐警隊/保全

(葉明樹隊長 #1329)

實習生防疫管理-
研發處

(謝佳靜行政組員 #1451)

圖書館管理-
圖資處

(黃依如行政組員 #3112)

系所防疫管理-
各學院

(如附件)

兼任教師防疫管理-
各系所/人事室

(如附件/戴丞培組員 #1606)

教職員工防疫管理
安環中心

(黃慶蓮小姐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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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各教學單位防疫聯絡窗口 
109.2.26 

編號 單位 聯絡窗口 連絡電話 email 

1 機電學院 江素慧 #4504 dee@ntut.edu.tw 

2 電資學院 丁秀如 #6202 tinghj@mail.ntut.edu.tw 

3 工程學院 陳亭華 #4522 e8908125@ntut.edu.tw 

4 管理學院 林芷瑩 #4540 chihying@ntut.edu.tw 

5 設計學院 蔡依純 #4560 yichun@ntut.edu.tw 

6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吳同鈞 #4583 msuallan@mail.ntut.edu.tw 

7 機械工程系 劉怡廷 #2006 etliu@ntut.edu.tw 

8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周義翔 #3511 fordntut@ntut.edu.tw 

9 車輛工程系 劉丁吉 #3605 tingchi@ntut.edu.tw 

10 製造科技研究所 洪苡伶 #3700 f10932@ntut.edu.tw 

11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郭淑玲 #4302 slkuo@ntut.edu.tw 

12 電機工程系 謝靜文 #2103 cwhsieh@ntut.edu.tw 

13 電子工程系 謝峻瑜 #2203 cyhsu@ntut.edu.tw 

14 資訊工程系 黃國政 #4203 kchuang@ntut.edu.tw 

15 光電工程系 李崇德 #4603 chuntehli@mail.ntut.edu.tw 

16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鍾翔雲 #2522 shiang3081@ntut.edu.tw 

17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蔡世興 #2705 roy347@ntut.edu.tw 

18 土木工程系 林千惠 #2618 f10626@mail.ntut.edu.tw 

19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劉俊宏 #2402 aj0549@mail.ntut.edu.tw 

20 資源工程所 王馨  #6300 peppy@ntut.edu.tw 

21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陳芳玲 #4103 darlucy@ntut.edu.tw 

2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邱助興 #2374 chchiu@ntut.edu.tw 

23 經營管理系 曾淑明 #3404 f10917@ntut.edu.tw 

24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牛薏玲 #5902 ylniu@ntut.edu.tw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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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聯絡窗口 連絡電話 email 

25 工業設計系 鍾雨穎 #2810 f10941@mail.ntut.edu.tw 

26 建築系 守晶晶 #2902 jjshou@ntut.edu.tw 

27 互動設計系 梁家華 #8902 chiahualiang@mail.ntut.edu.tw 

28 應用英文系 張雅婷 #3902 f11114@ntut.edu.tw 

29 文化事業發展系 袁玉如 #5603 babybear@ntut.edu.tw 

30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謝青芳 #4004 f10906@ntut.edu.tw 

31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洪菡靈 #5702 hannahfirm@mail.ntut.edu.tw 

32 通識教育中心 羅欣怡 #3009 s3314@ntut.edu.tw 

33 體育室 羅明雪 #3302 mhlo@ntut.edu.tw 

34 五專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蕭愷侑 #4854 ms2023@mail.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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