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職稱 原任 新(續)任 備註

校長室 校長 吳連賞教授 吳連賞教授

副校長室 副校長 王政彥教授 王政彥教授 1050801生效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廖本煌教授 廖本煌教授 1060801生效

教育學院 院長 方德隆教授 方德隆教授 1020801生效

教育學系 系主任 楊巧玲教授 楊巧玲教授 1050801生效

特殊教育學系 系主任 林素貞教授 林素貞教授 1060201生效

體育學系 系主任 朱嘉華教授 朱嘉華教授 1050801生效

事業經營學系 系主任 李昭蓉副教授 李昭蓉副教授 1050801生效

成人教育研究所 所長 李百麟教授 李百麟教授 1070201生效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所長 卓紋君教授 卓紋君教授 1050801生效

性別教育研究所 所長 游美惠教授 蔡麗玲副教授 1070801生效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所長 李俊賢副教授 劉維寧副教授 1070801生效

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游美惠教授 蔡麗玲副教授 1070801生效

運動競技與產業原住民專班（1070801新增） 主任 潘倩玉教授 1070801生效

文學院 院長 林晉士教授 林晉士教授 1060801生效

國文學系 系主任 王松木教授 王松木教授 1060801生效

英語學系 系主任 忻愛莉教授 李翠玉副教授 1070801生效

地理學系 系主任 許淑娟副教授 許淑娟副教授 1050801生效

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所長 劉正元副教授 劉正元副教授 1060201生效

經學研究所 所長 鄭卜五教授 鄭卜五教授 1060801生效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所長 鍾鎮城副教授 鍾鎮城副教授 1020801生效

客家文化研究所 所長 洪馨蘭副教授 洪馨蘭副教授 1060801生效

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利亮時教授 利亮時教授 1070101生效

理學院 院長 何明宗教授 何明宗教授 1050801生效

數學系 系主任 林英哲教授 林英哲教授 1050801生效

化學系 系主任 俞仁渭教授 俞仁渭教授 1050201生效

物理學系 系主任 任中元教授 黃建文教授 1070801生效

生物科技系 系主任 陳亞雷教授 廖麗貞教授 1070801生效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所長 洪振方教授 洪振方教授 1020801生效

科技學院 院長 林鴻銘教授 鄭伯壎教授 1070801生效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系主任 朱耀明教授 王仁俊教授 1070801生效

工業設計學系 系主任 吳昌祚教授 吳昌祚教授 1060801生效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黃富鑫教授 黃富鑫教授 1060801生效

電子工程學系 系主任 蔡榮輝教授 蔡榮輝教授 1070801連任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含1070801新增產業資

訊與創新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系主任 鄭伯壎教授 葉道明教授 1070801生效

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林鴻銘教授 鄭伯壎教授 1070801生效

藝術學院 院長 姚村雄教授 姚村雄教授 1020801生效

美術學系 系主任 楊明迭副教授 楊明迭副教授 1050801生效

音樂學系 系主任 戴俐文副教授 戴俐文副教授 1060801生效

視覺設計學系 系主任 蔡頌德副教授 蔡頌德副教授 1060801生效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所長 吳瑪悧副教授 吳瑪悧副教授 1070201生效

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姚村雄教授 姚村雄教授 1060801生效

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主任 姚村雄教授 姚村雄教授 1060801生效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王文裕副教授 王文裕副教授 1050801生效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黃有志教授 黃有志教授 1020801生效

教務處 教務長 廖本煌教授 唐硯漁教授 1070801生效

教務處和平教務組 組長 吳美瑤教授 吳美瑤教授 1060801生效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組長 李文環副教授 李文環副教授 1060801生效

教務處教務創新組 組長 孫祖玉副教授 孫祖玉副教授 1060801生效

教務處招生企劃組 組長 陳宏銘副教授 陳宏銘副教授 1060801生效

教務處燕巢教務組 組長 黃英修副教授 黃英修副教授 1020801生效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李金鴦副教授 方德隆教授 1070801生效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長 吳建銘中校教官 吳建銘中校教官 1050801生效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楊護源副教授 楊護源副教授 1050801生效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組長 陳貞秀講師 陳貞秀講師 900901生效兼代

總務處 總務長 唐硯漁教授 蔡俊賢教授 1070801生效

進修學院 院長 譚大純教授 姚村雄教授 1070801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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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 組長 林維俞副教授 林維俞副教授 1030801生效

進修學院教務組 組長 許惠媚副教授

進修學院綜合服務組 組長 鄭漢吾副教授 鄭漢吾副教授 1040801生效

進修學院學習諮詢組 組長 鄭漢吾副教授 鄭漢吾副教授 1040801生效

進修學院教師生涯專業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許惠媚副教授

圖書資訊處 處長 余遠澤副教授 余遠澤副教授 1040801生效

圖書資訊處網路及資訊安全組 組長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處長 丘愛鈴教授 丘愛鈴教授 1070201生效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教師資格檢定組 組長 杜明德副教授 杜明德副教授 1050801生效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 組長 蔡天助助理教授 李澎蓉助教 1070801-1080131兼代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業與實習輔導組 組長 吳建銘副教授 吳建銘副教授 1050201生效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校友服務組 組長 廖坤鴻副教授 廖坤鴻副教授 1040801生效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師資培育課程與實習組 組長 凃金堂教授 黃絢質專案約聘助理教授 1070801生效

研究發展處 處長 謝建元教授 謝建元教授 1050801生效

研究發展處學術研究組 組長 羅有龍副教授 羅有龍副教授 1060801生效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 組長 林佳慶助理教授 林佳慶助理教授 1070201生效

研究發展處企劃組 組長 楊宜霖副教授 楊宜霖副教授 1050901生效

國際事務處 處長 李翠玉副教授 郭榮升教授 1070801生效

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 組長 朱雯娟副教授 朱雯娟副教授 1050801生效

國際事務處學生事務及國際開發組 組長 鄭臻貞助理教授 鄭臻貞助理教授 1050801生效

軍訓室 主任 李金鴦副教授 方德隆教授 1070801生效

體育室 主任 朱嘉華教授 潘倩玉教授 1070801生效

體育室體育教學組 組長 潘倩玉教授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金湘斌助理教授 金湘斌助理教授 1050801生效

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鍾蔚起副教授 鍾蔚起副教授 1070201生效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主任 唐硯漁教授 唐硯漁教授 1010201生效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文化創意研發組 組長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服務推廣組 組長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文化創意教學組 組長

藝文中心 主任 楊明迭副教授 楊明迭副教授 1050801生效

特殊教育中心 主任 蔡明富教授 蔡明富教授 1040801生效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 李百麟教授 李百麟教授 1070201生效

科學教育中心 主任 洪振方教授 洪振方教授 1050801生效

人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李翠玉副教授 郭榮升教授 1070801生效

人文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出版組 組長

環境檢驗中心 主任 林裕森教授

語文教學中心 主任 張玉玲教授 張玉玲教授 1020801生效

語文教學中心華語組 組長

語文教學中心外語組 組長

語文教學中心漢學組 組長

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謝建元教授 謝建元教授 960801生效

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陳竹上副教授 陳竹上副教授 1050801生效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評鑑研究組 組長

教學發展中心教師專業發展組 組長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科技資源組 組長

教學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 組長

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主任 利亮時教授 利亮時教授 1070101生效

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學術研究及活動推廣組 組長 鍾鎮城副教授 鍾鎮城副教授 1070101生效

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客閩族群語言文化組 組長 鍾鎮城副教授 鍾鎮城副教授 1070101生效

資訊教育中心 主任 鄭伯壎教授 鄭伯壎教授 1070201生效

資訊教育中心課程組 組長 葉倚任助理教授 葉倚任助理教授 1070301生效

資訊教育中心設備組 組長

資訊教育中心綜合業務組 組長 陳立偉助理教授 陳立偉助理教授 1070301生效

附屬高級中學 校長 李金鴦副教授 李金鴦副教授 1060801生效兼代

第 2 頁，共 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