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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負責學校(單位) 聯絡人 職稱 網路電話 聯絡電話/FAX 電子郵件 / 地址
裴善成 科長 02-7712-9038 scpei@mail.moe.gov.tw

徐碩鴻 分析師 02-7712-9045 william0909@mail.moe.gov.tw

呂思瑩 專案工程師 90009093 02-7712-9093 chiyinlu@mail.moe.gov.tw

FAX 02-2737-7043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12樓

莊永裕 主任 02-3366-3581 cyy@csie.ntu.edu.tw

謝宏昀
資訊網路組

組長
92665008 02-3366-5002 hungyun@ntu.edu.tw

游子興
資訊網路組

資深專員
92665008 02-3366-5008 davisyou@ntu.edu.tw

李墨軒
資訊網路組

行政組員
92665012 02-3366-5012 molee@ntu.edu.tw

邵喻美
資訊網路組

程式設計師
92665006 02-3366-5006 madeline@ntu.edu.tw

李美雯
資訊網路組

程式設計師
92665010 02-3366-5010 mli@ntu.edu.tw

FAX 02-2363-7204 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臺大計資中心

胡毓忠 主任
02-2938-

3091#63379
hu@cs.nccu.edu.tw

蔡憶懷
網路研發組

組長
02-2938-7320 albert@nccu.edu.tw

王再傳
網路研發組

專案網管人員
02-2938-7343 truman@nccu.edu.tw

阮聖智
網路研發組

專案資安人員

02-2938-

3091#63380
shen9664@nccu.edu.tw

Group ccnet@nccu.edu.tw

FAX 02-2939-0414 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陳奕明 主任 03-4227151#57500 cym@cc.ncu.edu.tw

呂芳發 顧問 97820055 03-4227151#57506 tanet_ncu@cc.ncu.edu.tw

許時準
資源管理組

組長
97820066 03-4227151#57507 tanet_ncu@cc.ncu.edu.tw

張二川
資源管理組

技正
97820055 03-4227151#57512 tanet_ncu@cc.ncu.edu.tw

周小慧
資源管理組

資料管理師
97820055 03-4227151#57510 tanet_ncu@cc.ncu.edu.tw

FAX 03-4252561 320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計算機中心

TANet區域網路中心連絡表

教育部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網通科)

臺北區網中心(一)

(國立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臺北區網中心(二)

(國立政治大學電算中心)

桃園區網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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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網中心/負責學校(單位) 聯絡人 職稱 網路電話 聯絡電話/FAX 電子郵件 / 地址
蔡錫鈞 主任 03-5731900 sctsai@nycu.edu.tw

高義智 副主任 03-5731905 ykao@nycu.edu.tw

柯怡全
網路系統組

技術專員

03-5712121#

31706
h0631@nycu.edu.tw

謝詠芬
行政業務組

行政專員
03-5731702 yongfen@nycu.edu.tw

FAX 03-5714031 30010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王俊堯 主任 930-31100 03-5731100 wcyao@cs.nthu.edu.tw

周志遠 組長 03-5742801  jchou@cs.nthu.edu.tw

陳文城
網路系統組

技正
930-31133 03-5731133 wcchen@cc.nthu.edu.tw

謝木政
網路系統組

技正
930-31106 03-5731106 mucheng@cc.nthu.edu.tw

FAX 03-5710776 3001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陳育毅 主任 04-22840306#701 chenyuyi@nchu.edu.tw

凃瀞珽
研究發展組

組長
93110731 04-22840421#504 cttu@nchu.edu.tw

楊崇誠
研究發展組

高級技術師
93110715 04-22840306#715 ccyang@nchu.edu.tw

呂仲聖
研究發展組

技術師
93110766 04-22840306#766 tony@nchu.edu.tw

FAX 04-22871774 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中興大學計資中心研發組

黃仁竑 資訊長 05-2720411#14000 rhhwang@ccu.edu.tw

05-2720411#14100

05-2720480

黃柏森
資源管理組

技術師
05-2720411#14101 jason@ccu.edu.tw

蕭文科(資安)
資源管理組

技術師
93200000#14008 05-2720411#14008 vchsiao@ccu.edu.tw

FAX 05-2720485 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陳培殷 主任 06-2757575 pychen@mail.ncku.edu.tw

鄧維光
網路與資訊安全

組
06-2757575#61031 wgteng@mail.ncku.edu.tw

朱敏清
網路與資訊安全

組
06-2757575#61008 kkinglord@mail.ncku.edu.tw

黃士哲(資安)
網路與資訊安全

組
06-2757575#61038 shihche1121@mail.ncku.edu.tw

FAX 06-2368855 701臺南市大學路一號成大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竹苗區網中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臺中區網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雲嘉區網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處)

林克偉
資源管理組

組長

新竹區網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linwei@ccu.edu.tw

臺南區網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93200000#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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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威光 處長 93454346 07-5252000#4312 wklai@mail.cse.nsysu.edu.tw

李宗哲
資訊安全組

組長
07-5252000#4143 tjlee@ee.nsysu.edu.tw

王聖全
資訊安全組

技士
93452515 07-5252000#2515 scwang@mail.nsysu.edu.tw

曹仲杰
資訊安全組

技術師
93452517 07-5252000#2517 samtsao@mail.nsysu.edu.tw

FAX 07-5252539 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七十號 圖書與資訊處網路系統組

陳偉銘 處長 03-8906801 wmchen88@ndhu.edu.tw

李宇峰
網路管理組

組長
03-8906721 eric@mail.ndhu.edu.tw

何振揚
網路管理組

技術師
03-8906746 cyang@mail.ndhu.edu.tw

楊志偉
網路管理組

技術師
03-8906730 moplay@mail.ndhu.edu.tw

FAX 03-8906720 974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20號

謝明哲 館長 089-318855 #1600 hmz@nttu.edu.tw

范揚興
資訊網路組

組長
089-318855 #1640 yhfan@nttu.edu.tw

郭俊賢
資訊網路組

助理程式設計師
089-318855 #1641 jhkuo@nttu.edu.tw

廖尉志
資訊網路組

技術師
089-318855 #1643 ans@nttu.edu.tw

李欣怡
資訊網路組

專任助理
089-318855#1603 mocca@nttu.edu.tw

呂一卉
資訊網路組

專任助理
089-318855#1647 yihui@nttu.edu.tw

FAX 089-518163 950臺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圖書資訊館資訊棟二樓

蕭桂森 主任 049-2910960#4010 kshsiao@ncnu.edu.tw

陳彥良
網路組

專任助理
94334047 049-2910960#4048 yenlchen@ncnu.edu.tw

劉育瑄
網路組

專任助理
94334041 049-2910960#4041 yhliu@ncnu.edu.tw

FAX 049-2915318 545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500號

郭芳璋 館長 94207110 03-9317110 kfc@niu.edu.tw

簡立仁
資訊網路組

組長
94207125 03-9317135 lrjen@niu.edu.tw

曾國旭
資訊網路組

技術師
94207126 03-9317126 khtzeng@niu.edu.tw

莊智傑 計畫助理 03-9317129 chihchieh@niu.edu.tw

FAX 03-9334290 26047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1號

宜蘭區網中心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高屏澎區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花蓮區網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臺東區網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南投區網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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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紹雄
系統科

系統高級分析師
02-2789-8866 ssh@ascc.net

陸維肇
系統科

網路組組長
02-2789-9247 wzlu@gate.sinica.edu.tw

呂佳賢
系統科

網路組
02-2789-8860 arba@sinica.edu.tw

FAX 02-2783-6444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資訊服務處

朱金城
平台維運組

組長
03-5776085#218 9703103@nchc.narl.org.tw

張聖翊
網路與資安組

正工程師
06-5050940#790 changsy@nchc.narl.org.tw

謝欣叡 06-5050940#650 hsiehsr@narlabs.org.tw

FAX 74147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28號

中央研究院

(資訊服務處)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

計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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