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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護理組 

姓名         羅淑芬 

研究小間     224 

小間分機     2656 

電子信箱     Shufenlo5712@gmail.com 

姓名         李家琦 

研究小間     405 

小間分機     2710/2413 

電子信箱     cclee@ems.tcust.edu.tw 

姓名         江明珠 

研究小間     301 

小間分機     2407 

電子信箱     ju@ems.tcust.edu.tw 

姓名         楊美玲 

研究小間     427 

小間分機     2637 

電子信箱     mailing@ems.tcust.edu.tw 

姓名         李崇仁 

研究小間     260-5 

小間分機     2606 

電子信箱     guggilee@ems.tcust.edu.tw 

姓名         林淑芬 

研究小間     225 

小間分機     2737 

電子信箱     linshufen@ems.tcust.edu.tw 

姓名         田培英 

研究小間     304 

小間分機     2412      

電子信箱     amytien@ems.tcust.edu.tw 

姓名         曾紀芬 

研究小間     230 

小間分機     2405 

電子信箱     aa@ems.tcust.edu.tw 

姓名         張麗蓉 

研究小間     229 

小間分機     2400 

電子信箱     lchang@ tcust.edu.tw 

姓名         湯麗君 

研究小間     431 

小間分機     2640 

電子信箱     ltang@ems.tcust.edu.tw 

姓名         李欣慈 

研究小間     260-4 

小間分機     2605 

電子信箱     hsin1129@ tcust.edu.tw 

姓名         洪玉龍 

研究小間     251-2 

小間分機     2786 

電子信箱     ss171@ems.tcust.edu.tw 

姓名         徐少慧 

研究小間     355-4 

小間分機     2518 

電子信箱     ssh@tcust.edu.tw 

姓名         田沁潔 

研究小間     231 

小間分機     2401 

電子信箱     sc94@ems.tcust.edu.tw 



基本護理組 

姓名         吳曼阡 

研究小間     407 

小間分機     2420 

電子信箱     huilan@ems.tcust.edu.tw 

姓名         林祝君 

研究小間     406 

小間分機     2374/2414 

電子信箱     elaing@ems.tcust.edu.tw 

姓名         朱芳瑩 

研究小間     260-2 

小間分機     2603 

電子信箱     sylvia@ems.tcust.edu.tw 

姓名         楊嬿 

研究小間     221 

小間分機     2425 

電子信箱     yenyang@ems.tcust.edu.tw 

姓名         熊乃歡 

研究小間     355-1 

小間分機     2798 

電子信箱     hsiung@ems.tcust.edu.tw 

姓名         賴思穎 

研究小間     251-2 

小間分機     2786 

電子信箱     juliansy@ems.tcust.edu.tw 

姓名         陳慧秦 

研究小間     260-6 

小間分機     2607 

電子信箱      

 

長期照護組 

姓名         宋惠娟 

研究小間     266 

小間分機     2628/2435 

電子信箱     sung@ems.tcust.edu.tw 

姓名         彭少貞 

研究小間     432 

小間分機     2438 

電子信箱     jen@ems.tcust.edu.tw 

姓名         蔡欣晏 

研究小間     228 

小間分機     2404/2315 

電子信箱     yann@ems.tcust.edu.tw 

姓名         郭育倫 

研究小間     223 

小間分機     2713 

電子信箱     ss246@ems.tcust.edu.tw 

姓名         楊招瑛 

研究小間     430 

小間分機     2639 

電子信箱     yangcyy@ems.tcust.edu.tw 

姓名         陳育嫺 

研究小間     260-7 

小間分機     2441 

電子信箱     lucychen@ems.tcust.edu.tw 

mailto:jen@ems.tcust.edu.tw


姓名         葉湘芬 

研究小間     駐大林 

小間分機     05-2648000#5034 

電子信箱     amy@ems.tcust.edu.tw 

 

姓名         秦毛漁 

研究小間     251-3 

小間分機     2787 

電子信箱     cmolly@ems.tcust.edu.tw 

婦女健康組 

姓名         陳淑玲 

研究小間     425 

小間分機     2636 

電子信箱     sllchen@ems.tcust.edu.tw 

 

姓名         高夏子 

研究小間     260-3 

小間分機     2411 

電子信箱     pshary @ems.tcust.edu.tw 

姓名         陳美伶 

研究小間     422 

小間分機     2437 

電子信箱     mei-ling@ems.tcust.edu.tw 

 

 

兒科護理組 

姓名         陳妙星 

研究小間     303 

小間分機     2604 

電子信箱     mish@ems.tcust.edu.tw 

 

姓名         張玉婷 

研究小間     232 

小間分機     2641/2714 

電子信箱     yuting@ems.tcust.edu.tw 

姓名         張美娟 

研究小間     222 

小間分機     2626 

電子信箱     chuan@ems.tcust.edu.tw 

 

姓名         鄭淑貞 

研究小間     260-1 

小間分機     2602 

電子信箱     shuchen@ems.tcust.edu.tw 

姓名         張淑敏 

研究小間     424 

小間分機     2635 

電子信箱     shumin@ems.tc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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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護理組 

姓名         葉美玉 

研究小間     262-6 

小間分機     2261/2206 

電子信箱     yehdiana@ems.tcust.edu.tw 

姓名         楊均典 

研究小間     428 

小間分機     2410 

電子信箱     ctyang @ems.tcust.edu.tw 

姓名         李姿瑩 

研究小間     302 

小間分機     2408 

電子信箱     lty @ems.tcust.edu.tw 

姓名         張櫻慈 

研究小間     355-3 

小間分機     2517 

電子信箱     yingtzuc@ems.tcust.edu.tw 

姓名         吳美惠 

研究小間     230 

小間分機     2405 

電子信箱     wumeihui@ems.tcust.edu.tw 

姓名         林美玲 

研究小間     251-4 

小間分機     2788 

電子信箱     lin36@ems.tcust.edu.tw 

姓名         陳月娥 

研究小間     251-3 

小間分機     2787 

電子信箱     yueh2c@ems.tcust.edu.tw 

 

社區護理組 

姓名         紀麗梅 

研究小間     426 

小間分機     2629 

電子信箱     lmj@ems.tcust.edu.tw 

姓名         李玲玲 

研究小間     429 

小間分機     2325/2638 

電子信箱     lllee@ems.tcust.edu.tw 

姓名         曾瓊禎 

研究小間     301 

小間分機     2407 

電子信箱     chiung@ems.tcust.edu.tw 

姓名         莊瑞菱 

研究小間     302 

小間分機     2408 

電子信箱     juiling@ems.tcust.edu.tw 

姓名         張紀萍 

研究小間     423 

小間分機     2634 

電子信箱     chiping@ems.tcust.edu.tw 

姓名         林珠茹 

研究小間     251-1 

小間分機     2785 

電子信箱     justina@ems.tc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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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葉瓊蘭 

研究小間     262-7 

小間分機     2207 

電子信箱     lan@ems.tcust.edu.tw 

姓名         潘昭貴 

研究小間     303 

小間分機     2604 

電子信箱     ss107@ems.tcust.edu.tw 

姓名         黃川芳 

研究小間     264 

小間分機     2209 

電子信箱   florence@ems.tcust.edu.tw 

姓名         彭美瑛 

研究小間     262-5 

小間分機     2205 

電子信箱     ss150 @ems.tcust.edu.tw 

姓名         黃佳如 

研究小間     355-2 

小間分機     2517 

電子信箱     ss72@ems.tcust.edu.tw 

姓名         蘇信鳳 

研究小間     228 

小間分機     2404 

電子信箱     ss205@ems.tcust.edu.tw 

姓名         楊憶如 

研究小間     251-1 

小間分機     2785 

電子信箱     ss245@ems.tcust.edu.tw 

姓名         吳素月 

研究小間     251-4 

小間分機     2788 

電子信箱     ss250@ems.tcust.edu.tw 

姓名         李美芬 

研究小間     262-7 

小間分機     2207 

電子信箱     sc66@ems.tcust.edu.tw 

姓名         林佩珊 

研究小間     262-5 

小間分機     2205 

電子信箱     sc80@ems.tcust.edu.tw 

姓名         許莉玲 

研究小間     422 

小間分機     2437 

電子信箱     sc87@ems.tcust.edu.tw 

姓名         高怡君 

研究小間     421 

小間分機     2633 

電子信箱     ali73186@gmail.com 

姓名         洪郁晴 

研究小間     421 

小間分機     2633 

電子信箱     ss364@ems.tcust.edu.tw 

姓名         林孟姍 

研究小間     262-4 

小間分機     2204 

電子信箱      

姓名         王育慧 

研究小間     262-4 

小間分機     2204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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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綉敏 

研究小間     258-4 

小間分機     2796 

電子信箱     ss173@ems.tcust.edu.tw 

姓名         蘇慧羣 

研究小間     264 

小間分機     2209 

電子信箱     sc93@ems.tcust.edu.tw 

姓名         林書瑜 

研究小間     258-4 

小間分機     2796 

電子信箱     sc69@ems.tcust.edu.tw 

姓名         潘靜怡 

研究小間     258-4 

小間分機     2796 

電子信箱     sc71@ems.tcust.edu.tw 

姓名         方亞芬 

研究小間     258-4 

小間分機     2796 

電子信箱     sc72@ems.tcust.edu.tw 

姓名         簡梓倩 

研究小間     262-7 

小間分機     2207 

電子信箱     sc86@ems.tcust.edu.tw 

姓名         辛孟娟 

研究小間     304 

小間分機     2412 

電子信箱     sc89@ems.tcust.edu.tw 

姓名         容婭姿.阿星 

研究小間     355-2 

小間分機     2516 

電子信箱     wanchinaman@gmail.com 

姓名         歐珮茹 

研究小間     355-2 

小間分機     2516 

電子信箱     oujuju10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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