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單位 主管姓名 職稱 單位聯絡電話 分機號碼 單位傳真電話 單位電子郵件 單位網址 補充說明

學校 校長 張懋中 校長 03-571-8083 無分機號碼 03-572-1500 president@mail.nctu.edu.tw

學校 副校長 張翼 副校長 03-513-1502 無分機號碼 03-573-4935 edc@mail.nctu.edu.tw

學校 副校長 陳信宏 副校長 03-513-1508 無分機號碼 03-573-1776 schen@mail.nctu.edu.tw

學校 副校長 陳俊勳 副校長 03-571-2121 50067 03-573-4942 chchen@mail.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秘書室 裘性天 主任秘書 03-571-0567 31802 03-573-1776 sec@cc.nctu.edu.tw http://secretariat.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教務處 陳信宏 教務長 03-571-2121 31753 03-572-7382 academic@cc.nctu.edu.tw http://aadm.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總務處 陳俊勳 總務長 03-571-2121 51501 03-573-1700 wanwang2000@mail.nctu.edu.tw http://www.ga.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學生事務處 黃美鈴 學務長 03-571-2121 31681 03-571-4732 saoffice@cc.nctu.edu.tw http://saoffice.adm.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國際事務處 周世傑 館長 03-571-2121 31250 03-513-1473 nctu_ia@nctu.edu.tw http://www.ia.nctu.edu.tw/bin/home.php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研究發展處 張翼 研發長 03-571-2121 31533 03-571-0638 achunli@mail.nctu.edu.tw http://rd.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人事室 蘇義泰 主任 03-571-2121 52201 03-572-1480 personel@cc.nctu.edu.tw http://personnel.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主計室 楊淑蘭 主任 03-571-2121 31810 03-572-6573 iris6722@nctu.edu.tw http://account.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圖書館 袁賢銘 館長 03-571-2121 31782 03-571-8925 libservice@nctu.edu.tw http://www.lib.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蔡錫鈞 主任 03-571-2121 31900 03-571-4031 yflu@cc.nctu.edu.tw http://www.it.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台南分部 杭學鳴 主任 03-571-2121 57728 06-303-2535 mdker@mail.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行政作業組 03-571-2121 59601 03-513-1415 yjjong@nctu.edu.tw http://cea.life.nctu.edu.tw/?locale=zh_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研究及發展組 03-571-2121 59601 03-513-1415 yjjong@nctu.edu.tw http://cea.life.nctu.edu.tw/?locale=zh_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楊錦釧 主任 03-571-2121 55266 03-573-4116 mychao@mail.nctu.edu.tw http://dpwe.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03-571-2121 50024 03-573-1776 lannysher@mail.nctu.edu.tw 無 該中心業務現由本校陳信宏副校長室人員兼辦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動物飼育組 03-571-2121 59601 03-513-1415 yjjong@nctu.edu.tw http://cea.life.nctu.edu.tw/?locale=zh_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通識教育委員會 楊錦釧 主任 03-571-2121 31502 03-513-1424 cindy@mail.nctu.edu.tw http://gec.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李鎮宜 主任 03-571-2121 54257 03-513-1291 無 http://soc.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跨領域生醫工程實驗動物中心 鐘育志 主任 03-571-2121 59601 03-513-1415 yjjong@nctu.edu.tw http://cea.life.nctu.edu.tw/?locale=zh_tw 該中心主任現由生物科技學院院長兼辦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林寶樹 主任 03-571-2121 31710 03-571-9730 annshirley@mail.nctu.edu.tw http://www.eic.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環保安全中心 葉弘德 主任 03-571-2121 55510 03-573-1618 yusim@mail.nctu.edu.tw http://esc.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張維安 主任 03-571-2121 52482 03-573-9412 nana.wlchang@g2.nctu.edu.tw http://rchss.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 李威儀 主任 03-571-2121 56078 無 ewant2014@gmail.com http://hero.nctu.edu.tw/mooc/?lang=zh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交大-台積電聯合研發中心 張翼 主任 03-571-2121 無 無 無 http://tsmccenter.nctu.edu.tw/

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 聯發科-交大創新研究中心 杭學鳴 主任 03-571-2121 31277 無 無 http://mecu.cs.nctu.edu.tw/about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陳俊勳 院長 03-571-2121 31500 03-571-5544 chchen@mail.nctu.edu.tw http://www.com.nctu.edu.tw/

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許尚華 主任 03-513-1328 無分機號碼 03-572-9101 yhh@nctu.edu.tw http://www.iem.nctu.edu.tw/main.php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仕斌 所長 03-571-2121 57501 03-572-6749 mltsai@mail.nctu.edu.tw http://mot.nctu.edu.tw/

管理學院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鍾惠民 主任 03-573-1770 無分機號碼 03-571-2443 emba@cc.nctu.edu.tw http://emba.nctu.edu.tw/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研究所 唐瓔璋 所長 02-2381-2386 57621 02-2349-4922 lerjen@mail.nctu.edu.tw http://web.it.nctu.edu.tw/~ibm/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陳安斌 主任 03-513-1358 無分機號碼 03-572-9915 cyshen@mail.nctu.edu.tw http://www.ifm.nctu.edu.tw/

管理學院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姚銘忠 主任 03-571-2121 57202 03-572-0844 cherry@cc.nctu.edu.tw http://www.tem.nctu.edu.tw/

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系 王耀德 主任 03-571-9477 無分機號碼 03-571-3796 ysm@cc.nctu.edu.tw http://www.ms.nctu.edu.tw/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胡均立 主任 03-571-2121 57015 03-572-9913 nctugmba@g2.nctu.edu.tw http://gmba.nctu.edu.tw/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陳俊勳 主任 03-571-2121 57017 03-571-5544 kumako@mail.nctu.edu.tw http://www.com.nctu.edu.tw/ 專班各組詳細資訊請逕至各系所網頁查詢。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曾成德 院長 03-573-1968 無分機號碼 03-572-0605 chss@cc.nctu.edu.tw http://www.chss.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張靄珠 主任 03-573-1661 無分機號碼 03-572-6037 huiyingtsou@nctu.edu.tw http://www.fl.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陳光興 主任 03-513-1531 無分機號碼 無 leaves.taiwan@gmail.com http://iics.ust.edu.tw/programs.php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劉紀蕙 所長 03-513-1593 無分機號碼 03-573-4450 hungfa@mail.nctu.edu.tw http://www.srcs.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建築研究所 龔書章 所長 03-573-1977 無分機號碼 03-575-2308 iar@arch.nctu.edu.tw http://www.arch.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英語教學研究所 張靜芬 所長 03-573-1404 無分機號碼 03-573-9033 corey1230@gmail.com http://tesol.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音樂研究所 李俊穎 所長 03-573-1639 無分機號碼 03-574-5749 jwchang@mail.nctu.edu.tw http://www.imu.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教育研究所 劉奕蘭 所長 03-573-1641 無分機號碼 03-573-8083 ljl@mail.nctu.edu.tw http://www.ied.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傳播研究所 李峻德 所長 03-573-1991 無分機號碼 03-572-7143 yihsin@nctu.edu.tw http://www.icas.nctu.edu.tw/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藝術研究所 林銘煌 所長 03-573-1963 無分機號碼 03-571-2332 iaaoffice@nctu.edu.tw http://www.iaa.nctu.edu.tw/

理學院 理學院 李耀坤 院長 03-572-7077 無分機號碼 03-571-9507 science@cc.nctu.edu.tw http://science.nctu.edu.tw/main.php

理學院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李積琛 主任 03-573-1643 31643 03-572-3764 chiangmengru@nctu.edu.tw http://tigp-scst.chem.sinica.edu.tw/

理學院 物理研究所 林俊源 所長 03-572-0810 無分機號碼 03-572-0728 f641126@mail.nctu.edu.tw http://www.phys.nctu.edu.tw/

理學院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許世英 主任 03-513-1452 無分機號碼 03-573-4448 isdp@faculty.nctu.edu.tw http://www.isdp.nctu.edu.tw/

理學院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陳登銘 主任 03-573-1621 無分機號碼 03-573-4448 dps@cc.nctu.edu.tw http://pos.nctu.edu.tw/

理學院 統計學研究所 黃冠華 所長 03-572-8746 無分機號碼 03-572-8745 statmail@stat.nctu.edu.tw http://www.stat.nctu.edu.tw/

理學院 跨領域分子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李積琛 主任 03-573-1643 31643 03-572-3764 chiangmengru@nctu.edu.tw http://spims.nctu.edu.tw

理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 周武清 主任 03-572-0635 無分機號碼 03-572-5230 mable@mail.nctu.edu.tw; cmhsu@mail.nctu.edu.tw http://www.ep.nctu.edu.tw/

理學院 應用化學系 李積琛 主任 03-571-2121 56501 03-572-3764 anlyysf@mail.nctu.edu.tw; mingchun@mail.nctu.edu.tw http://www.ac.nctu.edu.tw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翁志文 主任 03-572-2088 無分機號碼 03-572-4679 chenii@mail.nctu.edu.tw http://www.math.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機學院 杭學鳴 院長 03-571-4864 無分機號碼 無 無 http://www.ece.nctu.edu.tw/index.aspx

電機學院 生醫工程研究所 林顯豐 所長 03-513-1387 無分機號碼 03-575-1898 maylin1019@nctu.edu.tw http://www.bme.nctu.edu.tw/index.aspx?lang=c

電機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陳智弘 主任 03-571-2121 52958 03-573-5601 selenawang@mail.nctu.edu.tw http://www.ieo.nctu.edu.tw

電機學院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謝漢萍 主任 03-571-2121 31501 03-573-4942 emilyhuang@mail.nctu.edu.tw http://www.ieo.nctu.edu.tw/ustigpp/index.html

電機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鄭裕庭 主任 03-571-5507 無分機號碼 03-572-4361 patty@mail.nctu.edu.tw http://www.ee.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子研究所 陳巍仁 所長 03-571-5507 無分機號碼 03-572-4361 patty@mail.nctu.edu.tw http://www.ee.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信工程研究所 方凱田 所長 03-571-1431 無分機號碼 03-571-0116 web97@cn.nctu.edu.tw http://www.dece.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控工程研究所 陳科宏 所長 03-571-1425 無分機號碼 03-571-5998 web97@cn.nctu.edu.tw http://www.eed.nctu.edu.tw/NCTU_CN/main.php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王蒞君 主任 03-516-6336 無分機號碼 03-516-6331 web97@cn.nctu.edu.tw http://www.dece.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機資訊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侯拓宏 主任 03-513-1357 54027 03-572-3283 eecsii@cc.nctu.edu.tw http://eecsigp.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機資訊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侯拓宏 主任 03-513-1357 54027 03-572-3283 eecsii@cc.nctu.edu.tw http://eecsigp.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機資訊學士班 洪崇智 主任 03-513-1360 無分機號碼 03-573-4584 eecshp@mail.nctu.edu.tw http://www.eecshp.nctu.edu.tw

電機學院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楊武 主任 03-575-1893 54018 03-571-2070 ruby688@nctu.edu.tw http://dpeecs.nctu.edu.tw/

電機學院 顯示科技研究所 李柏璁 所長 03-571-2121 52958 03-573-5601 selenawang@mail.nctu.edu.tw http://www.ieo.nctu.edu.tw

工學院 工學院 韋光華 院長 03-572-5634 無分機號碼 03-572-8504 s0403@nctu.edu.tw http://coe.nctu.edu.tw/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曾仁杰 主任 03-571-3827 無分機號碼 03-571-6257 contact@www.cv.nctu.edu.tw http://www.cv.nctu.edu.tw/

工學院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黃炯憲 主任 03-576-2732 無分機號碼 03-571-8908 lyc@mail.nctu.edu.tw http://coe.nctu.edu.tw/master/index.php

工學院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吳樸偉 主任 03-571-2121 55783 03-573-9642 als@nctu.edu.tw http://goo.gl/thHlxq

工學院 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吳樸偉 主任 03-571-2121 55783 03-573-9642 als@nctu.edu.tw http://goo.gl/thHlxq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林宏洲 主任 03-572-3803 無分機號碼 03-572-4727 betty0422@cc.nctu.edu.tw http://www.mse.nctu.edu.tw/

工學院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陳智 主任 03-573-1676 無分機號碼 03-573-5390 nano@nctu.edu.tw http://www.nano.nctu.edu.tw/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蔡佳霖 主任 03-572-7928 無分機號碼 03-572-0634 dme@mail.nctu.edu.tw http://www.me.nctu.edu.tw/

工學院 環境工程研究所 白曛綾 所長 03-573-1919 無分機號碼 03-572-5958 lilin@mail.nctu.edu.tw http://www.ev.nctu.edu.tw/

工學院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韋光華 主任 03-574-5422 無分機號碼 03-574-4161 smit@mail.nctu.edu.tw http://web2.cc.nctu.edu.tw/~eamusic/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院 鐘育志 院長 03-572-9287 無分機號碼 03-572-9288 meiling@mail.nctu.edu.tw http://www.life.nctu.edu.tw/

生物科技學院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 王雲銘 所長 03-572-9287 無分機號碼 03-572-9288 shenq@mail.nctu.edu.tw http://bioce.life.nctu.edu.tw/main.php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黃憲達 主任 03-572-9287 無分機號碼 03-572-9288 chingchi@mail.nctu.edu.tw http://bio.life.nctu.edu.tw/main.php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何信瑩 所長 03-572-9287 無分機號碼 03-572-9288 chiawen@mail.nctu.edu.tw http://bioinfo.nctu.edu.tw/main.php

生物科技學院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鐘育志 主任 03-572-9287 無分機號碼 03-572-9288 sunny@mail.nctu.edu.tw http://biose-phd.life.nctu.edu.tw/

生物科技學院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何信瑩 主任 03-572-9287 無分機號碼 03-572-9288 chiawen@mail.nctu.edu.tw http://neuros-phd.life.nctu.edu.tw/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 曾煜棋 院長 03-571-2121 31229 03-572-9880 ccs@cs.nctu.edu.tw http://www.ccs.nctu.edu.tw/

資訊學院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吳毅成 所長 03-571-2121 56603 03-572-1490 office@cs.nctu.edu.tw http://www.ccs.nctu.edu.tw/department/institute_multimedia.php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王國禎 主任 03-571-2121 56601 03-572-1490 office@cs.nctu.edu.tw http://www.cs.nctu.edu.tw/

資訊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荊宇泰 所長 03-571-2121 56607 03-572-1490 office@cs.nctu.edu.tw http://www.ccs.nctu.edu.tw/department/institute_computer_science.php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資訊科技（IT）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王國禎 主任 03-571-2121 56612 03-572-1490 sara19@mail.nctu.edu.tw http://indusdp.nctu.edu.tw/ 本班已於2011年停止招生。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楊武 主任 03-571-2121 54018 03-571-2070 ruby688@nctu.edu.tw http://dpeecs.nctu.edu.tw/

資訊學院 網路工程研究所 王協源 所長 03-571-2121 56603 03-572-1490 office@cs.nctu.edu.tw http://www.ccs.nctu.edu.tw/department/institute_network.php

資訊學院 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荊宇泰 主任 03-571-2121 56612 03-572-1490 sara19@mail.nctu.edu.tw http://www.cs.nctu.edu.tw/GPINS/

光電學院 光電學院 許根玉 院長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無 http://www.cop.nctu.edu.tw/

光電學院 光電系統研究所 林建中 所長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hungjung@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光電學院 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 林建中 所長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hungjung@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光電學院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許根玉 主任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hungjung@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光電學院 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許根玉 所長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hungjung@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光電學院 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許根玉 所長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hungjung@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光電學院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林建中 所長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hungjung@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光電學院 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林建中 主任 06-303-2121 57734 06-303-2535 hungjung@nctu.edu.tw http://www.cop.nctu.edu.tw/

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文化學院 張維安 院長 03-571-2121 31932 03-658-9130 無 http://hakka.nctu.edu.tw/main.php

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 黃紹恆 主任 03-513-1394 31394 03-658-0677 seveniceice@mail.nctu.edu.tw http://hs.nctu.edu.tw/

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許維德 主任 03-513-1541 31541 03-658-9130 mesh@mail.nctu.edu.tw http://chk.nctu.edu.tw

客家文化學院 傳播與科技學系 張玉佩 主任 03-513-1513 31513 03-550-9658 hsinyu@mail.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科技法律學院 科技法律學院 劉尚志 院長 03-571-2121 31650 03-5733-037 sjliu@mail.nctu.edu.tw http://law.nctu.edu.tw/

科技法律學院 科技法律研究所 林志潔 所長 03-513-1587 無分機號碼 03-573-3037 itl@cc.nctu.edu.tw http://www.itl.nctu.edu.tw/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班 張翼 主任 03-571-2121 55903 03-611-6691 icst.nctu@gmail.com http://icst-nctu.weebly.com/38364260442510520497-about.html 學院辦公室暫時在研發處內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碩士班 張翼 主任 03-571-2121 55903 03-611-6691 icst.nctu@gmail.com http://icst-nctu.weebly.com/38364260442510520497-about.html 學院辦公室暫時在研發處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