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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2學期一、二級行政及學術單位主管名單 
106.03.09 製表

兼行政職務單位 兼行政職務職稱 姓名 備註 

  副校長 林瑞璋  

  副校長 李炳寅  

一級
行政
單位
主管 

教務處 教務長 楊達立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洪櫻花  

總務處 總務長 顏義和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陳政宏 106.02.01 代理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郭文凱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處長 羅朝村  

圖書館 館長 李廣齊  

進修推廣部 主任 蔡振凱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中心主任 江季翰  

藝術中心 中心主任 王文瑛  

校務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劉正達  

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 周榮源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楊東昇  

職涯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楊閔惠  

體育室 主任 陳裕芬  

秘書室 主任秘書 胡智熊  

人事室 主任 何慧婉  

主計室 主任 蔡素枝  

進修學院 校務主任 蔡振凱  

行 政
單 位
副 主
管 
 

教務處 副教務長 朱文浩  

學生事務處 副學務長 廖尹華 106.02.01 新任

總務處 副總務長 丁英智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陳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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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副處長 謝振榆 106.03.03 新任

 
 
 
 
 
 
 
 
 
 
 
 
 
教學
單位
主管 
 
 
 
 
 
 
 
 
 
 
 
 
 
 
 
 
 
 
 

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莊為群  

工程學院 院長 林盛勇  

管理學院 院長 張洝源  

文理學院 院長 侯錦雄  

通識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沈翠蓮  

語言教學中心 中心主任 楊士賢  

資訊工程系 主任 徐元寶  

電機工程系 主任 蘇暉凱  

光電工程系 主任 鄭旭志  

電子工程系 主任 張益新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主任 張銀祐  

機械設計工程系 主任 何智廷  

動力機械工程系 主任 陳新郁  

自動化工程系 主任 蔡明標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主任 蔡丕椿  

車輛工程系 主任 邱明志  

飛機工程系 主任 鄭仁杰  

工業管理系 主任 黃信豪  

資訊管理系 主任 王秀鑾  

財務金融系 主任 涂光億 106.02.01新任

企業管理系 主任 蔡璞  

應用外語系 主任 紀麗秋  

生物科技系 主任 彭及忠  

多媒體設計系 主任 廖敦如 106.02.01新任

休閒遊憩系 主任 顏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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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
單位 
主管 
 
 

秘書室綜合業務組 組長 洪宜君  

秘書室公共事務組 組長 呂文祺  

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組長 李景恆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組長 蔣俊岳  

教務處出版及教務發展組 組長 黃自貴  

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主任 吳輝杰 106.01.01 新任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主任 陳星平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長 黃祥銘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李知灝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組長 楊源昌  

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組 組長 張文陽  

總務處文書組 組長 王世璋  

總務處營繕組 組長 詹志宏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丁英智  

總務處保管組 組長 楊天下  

總務處出納組 組長 李世宏  

研究發展處學術服務組 組長 吳建勳 106.02.01 代理

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組長 吳建勳  

研究發展處實習組 組長 林光浩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職業訓練組 組長 林忠志 106.03.03 調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技術服務組 組長 王文騰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智財技轉組 組長 林家驊 106.03.03 調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謝振榆 
依本校組規由該

處副處長兼任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流服務組 組長 林中彥  

國際事務處境外學生事務組 組長 康世昊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品質及系所評鑑組 組長 陳志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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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
單位 
主管 
 

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及學習促進組 組長 黎煥勤  

進修推廣部教學業務組 組長 陳進益  

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  組長 林誠孝  

進修推廣部總務組 組長 鄭佳炘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郭晉全  

圖書館資訊服務組  組長 蕭俊卿  

圖書館資訊系統組 組長 劉育松  

圖書館視聽資料組 組長 陳柏宏  

體育室體育教學組  組長 林文瑜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游立椿  

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組長 蔡協哲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服務組 組長 謝仕杰  

電子計算機中心網路組 組長 林武杰  

電子計算機中心系統設計組 組長 宋啟嘉  

主計室第一組 組長 郭怡君 105.12.19 新任

主計室第二組 組長 林素碧  

進修學院教學業務組 組長 陳進益  

進修學院學生事務組 組長 林誠孝  

進修學院總務組 組長 鄭佳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