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稱 姓名 專線 分機 聯絡電話 職稱 姓名 專線 分機 承辦業務 聯絡電話 職稱 姓名 專線 分機 承辦業務 聯絡電話 一樓 分機

*室主任 陳先生 08-7627024 1016 綜理秘書室業務 08-7741016 *組長 楊組長 08-7623735 1036 綜理第二組業務 08-7741036 停車場警衛 2218
主任 謝勝信 08-7623270 1000 08-7741000 組員 黃先生 1021 工友人事 08-7741021 秘書 陳先生 1059 外貿業務 08-7741059 警衛室 2219
助理 曾小姐 1004 08-7741004 辦事員 謝先生 1061 出納 08-7741061 專員 蔡小姐 1029 法制行政 08-7741029 警衛室 1272

（傳真機） 08-7623257 辦事員 林先生 1022 採購修繕管理 08-7741022 專員 葉先生 1038 土地租賃、宿舍管理 08-7741038 前店後廠辦公室 2294
技術員 朱小姐 1042 文書、主管會報 08-7741042 專員 袁先生 1065 資訊管理 08-7741065 前店後廠小會議室 2295
書記 陳小姐 1020 財產管理 08-7741020 專員 莊小姐 1058 工廠登記、OT案 08-7741058 前店後廠大會議室 2296

副主任 洪恒珠 08-7622296 1001 08-7741001 技工 陳小姐 1019 公文收送 08-7741019 組員 詹小姐 1039 建築審照、消防 08-7741039 簡報室 2911
助理 林小姐 1005 08-7741005 工友 邱小姐 1023 公文發送 08-7741023 組員 林小姐 1060 公司登記、管理費 08-7741060 121教室 2912

（傳真機） 08-7741054 駕駛 陳先生 1024 08-7741024 助理 黃小姐 2509 公文登錄 122教室 2913
駕駛 廖先生 1024 08-7741024 駐點資訊人員 謝先生 1066 資訊維護 08-7741066
助理 吳先生 2205 工商服務專員 陳先生 08-7629285 工商服務

主任秘書 黃啓峰 08-7620665 1002 08-7741002 助理 李小姐 2204 08-7626866 有晴園警衛室 08-7627205 元科科技 1904
秘書 胡小姐 1006 08-7741006 助理 林小姐 2211 一期廠房 虎躍館 08-7629285 豐和館總機 08-7623300 哺乳室 2102
助理 潘小姐 2130 助理 陳小姐 2203 二期廠房 龍騰樓 08-7620100 08-7620163

（傳真機） 08-7623122 fax:7620152 電腦機房 2921
檔案室 2922

*組長 鄭組長 08-7629753 1017 綜理第三組業務 08-7741017 會計憑證室 2236
*組長 林組長 08-7622615 1028 綜理第一組業務 08-7741028 技正 翁先生 1045 工程設施維護 08-7741045
技正 蔡先生 1030 企劃彙整 08-7741030 組員 何先生 1050 研考彙整 08-7741050 207會議室 2923

室主任 趙小姐 08-7621806 1009 08-7741009 專員 鄭先生 1031 科專計畫 08-7741031 組員 陳小姐 1063 工程設施維護 08-7741063
組員 李小姐 1010 08-7741010 技士 傅小姐 1062 水族管理 08-7741062 組員 歐小姐 1048 景觀清潔維護 08-7741048
組員 李小姐 1067 08-7741067 技佐 黃先生 1064 衛星農場 08-7741064 技士 劉先生 1052 機電設施維護 08-7741052 大禮堂 2932
助理 楊小姐 2234 專案經理 吳先生 1040 國際合作 08-7741040 技士 林小姐 1057 桃園園區 08-7741057
助理 陳小姐 2232 研究助理 葉小姐 1033 新聞媒體 08-7741033 技士 吳先生 1037 機電設施維護 08-7741037 大型會議室 2933

研究助理 邱小姐 1034 廠商進駐 08-7741034 技士 李先生 1047 機電設施維護 08-7741047
（傳真機） 08-7623575 商務秘書 吳小姐 2938 外賓接待 技士 曾先生 1051 桃園園區 08-7741051 中型會議室 2934

助理 林小姐 2306 公文登錄 技佐 林先生 1027 機電設施維護 08-7741027
室主任 洪小姐 08-7620824 1012 08-7741012 08-7623005 技佐 謝先生 1046 工程設施維護 08-7741046 電腦教室 2935
書記 李小姐 1013 08-7741013 08-7622999 研究助理 陳小姐 1053 環保業務 08-7741053
工友 劉小姐 1014 08-7741014 08-7629500 助理 蔡小姐 2609 維修登錄 貴賓休息室 2936

08-7623862 助理 洪小姐 2602 庫料登錄

（傳真機） 08-7623709 08-7623039 助理 蘇先生 機電辦公室 2277 水電維護

助理 吳先生 機電辦公室 2277 水電維護

室主任 蔡小姐 1029 兼辦政風 08-7741029 商務秘書 吳小姐 2938 助理 侯先生 機電辦公室 2277 水電維護

（傳真機） 08-7623122 08-7741044 助理 許先生 機電辦公室 2277 水電維護 國際會議室 2937

副主任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

各組室承辦業務與緊急通報電話
90846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神農路1號        （※2字頭分機須人工總機08-7623205轉接） 傳真機代表號：（08）7623235　    緊急突發事件 24 小時通報專線 (08)762-3205        ※前有*號者，為該組業務第一順位聯絡窗口。

工商服務相關事項-第二組 一樓主任室 秘書室

（傳真機）

  圖書室

招商專線

（傳真機）

農科產學協會

飛宇樓防檢局

飛宇樓家畜所

進駐營運相關事項-第一組

就業服務站-7621312

三樓

政風室

人事室

主計室

飛宇樓水族展示廳
二樓

公共設施相關事項-第三組   傳真機：08-7624949

主任秘書室
同合農科商務會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