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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院 學系所 職稱 姓名 

A001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林振森 

A002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呂百川 

A003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白炳文 

A004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古運宏 

A005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唐士雄 

A006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侯帝光 

A007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黃勝銘 

A008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吳文章 

A009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彭毓霖 

A010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明祥 

A011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羅接興 

A012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建發 

A013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鄧琴書 

A014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徐享文 

A015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鄭正德 

A016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張 昀 

A017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徐偉軒 

A018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王勝清 

A019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洪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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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許進吉 

A021 理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連啓翔 

A022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蔡東湖 

A023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李星迓 

A024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徐文平 

A025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劉鳳錦 

A026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林永昇 

A027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林永淵 

A028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楊文彬 

A029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洪儒熙 

A030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賀邦彥 

A031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黃淑玲 

A032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邱明申 

A033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莊國雄 

A034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張敏雲 

A035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李珍燕 

A036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教授 施並裕 

A037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教授 楊希文 

A038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教授 許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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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9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教授 林惠娟 

A040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教授 謝 健 

A041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教授 吳芳賓 

A042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賴宜生 

A043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許芳琪 

A044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許富淵 

A045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教授 郭文旭 

A046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教授 高振山 

A047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教授 鄭文伯 

A048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教授 曾如玲 

A049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教授 余瑞芳 

A050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教授 林澤聖 

A051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教授 張坤森 

A052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副教授 王 雯 

A053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洪銀忠 

A054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副教授 顏有利 

A055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副教授 黃心亮 

A056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黃鈺芳 

A057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郭家宏 



 

第 4 頁 共 19 頁 

編號 學院 學系所 職稱 姓名 

A058 理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講師 莊慶芳 

A059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教授 柳文成 

A060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教授 王承德 

A061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教授 王偉哲 

A062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博亮 

A063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副教授 鄭玉旭 

A064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副教授 羅佳明 

A065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副教授 江莉琦 

A066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張介人 

A067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王哲夫 

A068 理工學院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李中生 

A069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陳炎洲 

A070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陳建仲 

A071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江姿萱 

A072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薛康琳 

A073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副教授 黃明輝 

A074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副教授 張祐維 

A075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律言 

A076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戴志揚 

A077 理工學院 能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李陸玲 



 

第 5 頁 共 19 頁 

編號 學院 學系所 職稱 姓名 

B0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顏瑞成 

B002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曾裕強 

B003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傅榮勝 

B004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林垂彩 

B005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李宜穆 

B006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賴俊宏 

B007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曾靜芳 

B008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林育賢 

B009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陳勝利 

B010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榮堅 

B01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白小芬 

B012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盧坤勇 

B013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蕭裕弘 

B014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何肯忠 

B015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賴瑞麟 

B016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林偉堅 

B017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漢臣 

B018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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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9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游泰和 

B020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阮瑞祥 

B02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曾信賓 

B022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傅坤福 

B023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范國泰 

B024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陳元炘 

B025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蔡明峰 

B026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講師 邱英俊 

B027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吳有基 

B02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李贊鑫 

B029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江炫樟 

B030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張國財 

B03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許正興 

B032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林志鴻 

B033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林錦垣 

B034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楊百川 

B035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董心漢 

B036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戴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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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7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馬肇聰 

B03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曾坤祥 

B039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顏吉永 

B040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林明寬 

B04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文序 

B042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柳世民 

B043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張呈源 

B044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李佳燕 

B045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劉仁傑 

B046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陳翔傑 

B047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陳美玲 

B04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蘇文生 

B049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林明毅 

B050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講師 張志銘 

B051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教授 王正祥 

B052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教授 黃素真 

B053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教授 李澄鈴 

B054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教授 徐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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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5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洪境祥 

B056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龔吉和 

B057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張瑞賢 

B058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李中芬 

B059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韓建遠 

B060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龔祖德 

B061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林奇鋒 

B062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陳逸寧 

B063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何建娃 

B064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韓欽銓 

B065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辛錫進 

B066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蔡丕裕 

B067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張勤振 

B068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王能中 

B069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黃豐隆 

B070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李國川 

B07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江緣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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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教授 吳志正 

C002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教授 李奇勳 

C003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廖本源 

C004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陳新民 

C005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賴宏峯 

C006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黃浩良 

C007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胡天鐘 

C008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黃俊寧 

C009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吳光耀 

C010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林煜超 

C011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羅乾鐘 

C012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林聖薇 

C013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副教授 陳淑媛 

C014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蔡林彤飛 

C015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楊念慈 

C016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講師 謝志光 

C017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講師 翁阿林 

C018 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講師 邱燕松 

C019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陳振東 

C020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馬麗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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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1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温敏淦 

C022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張朝旭 

C023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黃貞芬 

C024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楊宗珂 

C025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李志成 

C026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陳士杰 

C027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陳博智 

C028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黃品叡 

C029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陳宇佐 

C030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鄭光廷 

C031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講師 張志信 

C032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姜清海 

C033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陳妙珍 

C034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楊和利 

C035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楊屯山 

C036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邱萬益 

C037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助理教授 蔡易如 

C038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助理教授 蔡輝煌 

C039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助理教授 黃盈甄 

C040 管理學院 (學生事務處) 助教 楊哲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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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1 客家研究學院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教授 吳翠松 

D002 客家研究學院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教授 鄭明中 

D003 客家研究學院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副教授 盧嵐蘭 

D004 客家研究學院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副教授 范瑞玲 

D005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教授 林本炫 

D006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教授 晁瑞明 

D007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教授 黃世明 

D008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副教授 馮祥勇 

D009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副教授 劉煥雲 

D010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副教授 俞龍通 

D011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副教授 范以欣 

D012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教授 任文瑗 

D013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副教授 胡愈寧 

D014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副教授 張陳基 

D015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副教授 李威霆 

D016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副教授 周念湘 

D017 客家研究學院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助理教授 陳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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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1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教授 王幼華 

E002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教授 黃惠禎 

E003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 孫榮光 

E004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 盛 鎧 

E005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 鄧盛有 

E006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 林克明 

E007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 邱雅芳 

E008 人文與社會學院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陳盈盈 

E009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副教授 畢威寧 

E010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副教授 何照清 

E011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副教授 何修仁 

E012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副教授 劉若緹 

E013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副教授 湯智君 

E014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潘玲玲 

E015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講師 趙書琴 

E016 人文與社會學院 華語文學系 講師 陳銘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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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1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教授 吳桂陽 

F002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教授 梁漢溪 

F003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教授 王本壯 

F004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副教授 鄧慰先 

F005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副教授 林妝鴻 

F006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林守仁 

F007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歐陽奇 

F008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葉麗美 

F009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吳細顏 

F010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蔡榮任 

F011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講師 郭怡秀 

F012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講師 熊文煌 

F013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教授 張建成 

F014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教授 楊敏英 

F015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 周永平 

F016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 徐義權 

F017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 陳坤淼 

F018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 方裕民 

F019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姜秀傑 

F020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洪偉肯 

F021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鄭仕弘 

F022 設計學院 原住民學士學位學程專班 助理教授 林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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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1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張良漢 

G002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何忠鋒 

G003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蔡豐任 

G004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謝蕙風 

G005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井泓瑩 

G006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林衢良 

G007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謝欣如 

G008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吳貴琍 

G009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呂惠娟 

G010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何素花 

G011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蘇秦玉 

G012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蘇士博 

G013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周德榮 

G014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李冬鳴 

G015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何光仁 

G016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張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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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7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副教授 程小芳 

G018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副教授 郭芳容 

G019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副教授 楊中玉 

G020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助理教授 顏麗珠 

G021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助理教授 洪麗卿 

G022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講師 許慧伶 

G023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講師 蔡玫岑 

G024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文中心 講師 呂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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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01 教務處 組長 陳立芬 

H002 教務處 組員 殷淑芬 

H003 教務處 辦事員 陳秀鴛 

H004 教務處 辦事員 劉沛涵 

H005 教務處 專員 李婉茹 

H006 教務處 技工 田心渝 

H007 教務處 工友 賴賢君 

H008 學生事務處 護理師 唐瑢倩 

H009 學生事務處 技佐 施美淑 

H010 學生事務處 書記 劉清玉 

H011 學生事務處 工友 詹文鳳 

H012 總務處 組長 徐睿烽 

H013 總務處 組長 胡淑連 

H014 總務處 組長 王浩中 

H015 總務處 組長 劉森華 

H016 總務處 技正 彭慶灃 

H017 總務處 技佐 徐明良 

H018 總務處 技佐 廖增春 

H019 總務處 技佐 王美霞 

H020 總務處 辦事員 黃瓔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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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21 總務處 辦事員 徐清嬌 

H022 總務處 技工 胡煥煌 

H023 總務處 技工 羅文均 

H024 總務處 技工 謝松喜 

H025 總務處 技工 李松彬 

H026 總務處 技工 徐國演 

H027 總務處 工友 范釗達 

H028 總務處 工友 謝福國 

H029 總務處 工友 羅世禎 

H030 總務處 工友 賴昌華 

H031 總務處 工友 涂國華 

H032 總務處 工友 林漢城 

H033 總務處 工友 李文善 

H034 總務處 工友 謝素珍 

H035 總務處 駐衛警 徐浩然 

H036 總務處 技士 謝宣名 

H037 研究發展處 專員 邱琡媛 

H038 研究發展處 技工 楊曉莉 

H039 圖書館 組長 羅詩欽 

H040 圖書館 辦事員 李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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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41 體育室 辦事員 劉月香 

H042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技佐 宋錦明 

H043 秘書室 專員 陳俊州 

H044 秘書室 組員 蘇瑞蓮 

H045 人事室 主任 王鳳蘭 

H046 人事室 秘書 白又雯 

H047 主計室 主任 鄭運月 

H048 主計室 組長 鄧國安 

H049 主計室 專員 甘世芬 

H050 主計室 技工 謝淑妃 

H051 主計室 組員 陳祥鳳 

H052 主計室 組員 劉東華 

H053 理工學院 技工 周美芳 

H054 機械工程學系 技士 林詠晃 

H055 電子工程學系 技佐 吳春梅 

H056 電機工程學系 技佐 邱樹雲 

H057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工友 陳美娟 

H058 工業設計學系 技佐 吳子宏 

H059 共同教育委員會 工友 詹紫筠 

H060 藝術中心 技佐 樊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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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01 學生事務處 教官 王千竹 

I002 學生事務處 護理教師 高淑芳 

造冊日期：108 年 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