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職稱 姓名 代理人列表

秘書室副校長 沈金鐘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林博正

秘書室主任秘書 李廣齊

總務處 總務長 林瑞璋

教務處 教務長 張洝源

秘書室主任秘書 李廣齊

秘書室組長 廖麗文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林博正

教務處 教務長 張洝源

總務處 總務長 林瑞璋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洪櫻花

秘書室組長 廖麗文

秘書室組員 蔡嘉慧

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胡智熊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林博正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處長 李炳寅

資訊服務組組長 蕭俊卿

視聽資料組組長 陳柏宏

教務處 教務長 張洝源

總務處 總務長 林瑞璋

教學業務組組長 鄧誠中

教務資訊服務組 組長 顏永智

綜合教務組組長 李景恆

出版及教務發展組組長 宋啟嘉

媒體設計系主任 羅見順

多媒體設計系助理教授 黎煥勤

多媒體設計系副教授 陳星平

學習促進組組長 白弘毅

多媒體設計系助理教授 鄭文華

藝術中心主任 王文瑛

教務處專員 林進丁

教學業務組組長 鄧誠中

綜合教務組組長 李景恆

出版及教務發展組組長 宋啟嘉

教務資訊服務組組長 顏永智

學生事務處 副學務長 王秀鑾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吳文忠

軍訓室軍訓主任 郭岳麟

生事務處學務長 洪櫻花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吳文忠

校長室 校長 覺文郁

一級單位行政主管

教務處 教務長 張洝源

秘書室

圖書館

主任秘書

館長
李廣齊

秘書室 副校長 沈金鐘

朱文浩副教務長教務處

王秀鑾副學務長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洪櫻花



單位 職稱 姓名 代理人列表

一級單位行政主管

文書組組長 王世璋

保管組組長 楊天下

事務組組長 劉煥彩

營繕組組長 陳炳宏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陳政宏

學術服務組組長 郭賓崇

實習組辦事員 鄭素滿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許稚庭

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楊閔惠

綜合企劃組組長 吳建勳

實習組組長 劉育松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林博正

學術服務組組長 郭賓崇

綜合企劃組組長 吳建勳

研究發展處約用助理員 劉又嘉

研究發展處專案助理 簡巧玳

境外學生事務組組長 康世昊

學術交流服務組組長 林中彥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林忠志

技術服務組組長 陳進益

職業訓練組組長 鍾淑茹

智財技轉組組長 毛彥傑

智財技轉組組員 沈揚倫

智財技轉組約用技術員 王偉儒

技術服務組組長 陳進益

進修推廣部-教學業務組組長 顏志達

進修推廣部-總務組組長 丁英智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鄭芳松

進修推廣部-專班企劃組組長 楊授印

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約用助理員 陳霈粢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組員 車廷倫

系統設計組組長 蘇暉凱

網路組系統維修工程師 張乃立

教育訓練組組長 謝仕杰

休閒遊憩系助理教授 李彥希

休閒遊憩系助理教授 梁大慶

休閒遊憩系主任 林俊男

教務處 副教務長 朱文浩

展演行政組組長 蘇貴芳

國際長 胡智熊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處長 李炳寅

江季翰

研究發展處

主任

校務主任
張永農

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林忠志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任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總務處 總務長 林瑞璋

陳政宏副研發展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林博正

國際事務處

主任 王文瑛藝術中心



單位 職稱 姓名 代理人列表

一級單位行政主管

校務發展中心 約用助理員 廖千慧

校務發展中心 約用助理員 廖婉妤

文書組辦事員 陳月淇

文書組組長 王世璋

事務組組長 劉煥彩

機械設計工程系教授 黃室苗

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 約用技術員 王智明

總務處 總務長 林瑞璋

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 約用技術員 吳政勳

保管組組長 楊天下

營繕組組長 陳炳宏

技術服務組組長 陳進益

教學發展中心 專員 李世宏

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 涂光億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林忠志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助理教授 王郁仁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副教授 張銀祐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教授 許坤明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鄭芳松

工程學院 院長 林盛勇

服務學習組組長 張文陽

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楊閔惠

體育室 組長 蔡協哲

體育室 組長 林文瑜

體育室 組長 游立椿

體育室 組員 葉尚忍

體育室 約用助理員 王淑禎

人事室 秘書 黃瑾瑜

人事室 組員 莊捷涵

歲計組組長 施瓔芳

會計組組長 林素碧

會計組專員 陳錦毓

歲計組組員 黃薰嬋

會計組約用助理員 林淑婉

主計室 主計室主任 楊美圓

人事室 主任 何慧婉

主任 劉正達

主任 楊東昇

校務發展中心

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 周榮源

體育室 主任 陳裕芬

教學發展中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行政單位主管職務代理人順序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務代理人 

順序 

單位 職稱 姓   名 備註 

第一代理人     

第二代理人     

第三代理人     

第四代理人     

※注意事項 

一、教師兼行政主管職務第一順位代理人應覓得具該職務兼任資格之教師代理。 

二、一級主管及簡任職人員請假時，不得由委任職人員或專案工作人員代理。 

三、因特殊狀況，無合適人員可代理時，可跨單位請同職務等級人員為職務代理人。 

四、教師兼行政主管職務新聘兼者或職務代理異動時，請填寫本表單並經校長核定

後正本送人事室備查。 

 

單位主管 (核章) 會簽人事室 校長 (核章)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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