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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 

職務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召集人 副校長 任貽均 1061 jyjun@ntut.edu.tw 

委員兼執行秘書 主任秘書 吳建文 1002 xcwwu@ntut.edu.tw 

委員 教務長 楊士萱 1101 shyang@csie.ntut.edu.tw 

委員 學務長 張仁家 1201 jc5839@mail.ntut.edu.tw 

委員 總務長 陳昭榮 1301 crchen@ntut.edu.tw 

委員 研發長 莊賀喬 1401 hchuang@mail.ntut.edu.tw 

委員 產學長 黃聲東 6001 ws75624@ntut.edu.tw 

委員 國際長 范書愷 6501 morrisfan@ntut.edu.tw 

委員 圖資長 胡憲倫 3101 allenhu@ntut.edu.tw 

委員 進修部主任 劉建浩 1701 jhliou@ntut.edu.tw 

委員 計網中心主任 王永鐘 3201 ycwang@ntut.edu.tw 

委員 校友聯絡中心主任 耿慶瑞 6401 cjkeng@ntut.edu.tw 

委員 主計主任 邱聰祥 1501 thchiu@ntut.edu.tw 

委員 人事主任 張明華 1601 lisa1990@ntut.edu.tw 

個資保護小組 

職務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組長 行政業務組組長 高千智 1009 f10748@ntut.edu.tw 

成員 教務處 李玉如 1102 viola@ntut.edu.tw 

成員 學生事務處 曾紀君 1202 cctseng@ntut.edu.tw 

成員 總務處 張瑞芸 1356 jychang@ntut.edu.tw 

成員 研究發展處 郭明玉 1402 lisakuo@ntut.edu.tw 

成員 國際事務處 陳楚妍 6502 sjchen@ntut.edu.tw 

成員 產學合作處 宋春樺 6000 phone492@ntut.edu.tw 

成員 圖書資訊處 李函儒 3122 hjlee@mail.ntut.edu.tw 

成員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林建成 3233 feng@mail.ntut.edu.tw 

成員 校友聯絡中心 馬依衫 6422 f11676@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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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藝文中心 劉秋蘭 6100 taipei.tech.ac@gmail.com 

成員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 陳立偉 1386 b2064@ntut.edu.tw 

成員 進修部 王美淑 1715 mswang@ntut.edu.tw 

成員 體育室 羅明雪 3302 mhlo@ntut.edu.tw 

成員 軍訓室 賴淑秀 1909 salina32@ntut.edu.tw 

成員 秘書室 邱欣儀 1024 f12219@ntut.edu.tw 

成員 人事室 周惠珍 1618 chou2013@ntut.edu.tw 

成員 主計室 陳盈如 1520 cyj28@ntut.edu.tw 

成員 機電學院 江素慧 4504 dee@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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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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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管理學院 林芷瑩 4542 chihying@ntut.edu.tw 

成員 設計學院 謝欣頻 4560 q11646@mail.ntut.edu.tw 

成員 人社學院 吳同鈞 4583 msuallan@mail.ntut.edu.tw 

成員 機械工程系 池婉華 2002 wanhua1126@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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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車輛工程系 張佳瑋 3603 wendy0103@mail.ntut.edu.tw 

成員 製造科技研究所 洪苡伶 3703 f10932@ntut.edu.tw 

成員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郭淑玲 4300 slkuo@ntut.edu.tw 

成員 電機工程系 洪家龍 2106 jlhong@ntut.edu.tw 

成員 電子工程系 賴俊魁 2204 chunkuei@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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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光電工程系 林伯勳 4605 rick14tw@mail.ntut.edu.tw 

成員 土木工程系 李佳容 2613 f10907@ntut.edu.tw 

成員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蘇美英 2418 mayin1443@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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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張苹蘭 2512 plchung@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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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資源工程所 王馨 6300 peppy@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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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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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經營管理系 蔡淑芬 3402 sftsai@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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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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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工業設計系 連家漢 2802 jhlian@ntut.edu.tw 

成員 建築系 守晶晶 2902 jjshou@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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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林怡君 5702 annelin96@ntut.edu.tw       

成員 應用英文系 張雅婷 3902 f11114@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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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通識教育中心 羅欣怡 3009 s3314@ntut.edu.tw 

成員 師資培育中心 何季芳 4902 chifang@mail.ntu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