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職單位 兼職職稱 主管姓名 本職單位 本職職稱

校長室 校長 周景揚

副校長室 副校長 綦振瀛 電機系 教授

副校長室 副校長 顏上堯 土木系 教授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吳瑞賢 土木系 教授

校務研究辦公室 主任 張嘉惠 資工系 教授

校務研究及發展組 組長 黃楓南 數學系 教授

校務資訊研究組 組長 陳增益 資工系 助理教授

稽核室 主任 洪秀婉 企管系 教授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執行長 楊鎮華 資工系 教授

社會責任辦公室 主任 孫煒 法政所 教授

策略組 組長 沈建文 企管系 教授

實踐組 組長 王聖翔 大氣系 副教授

人文藝術中心 主任 李瑞騰 中文系 教授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周立德 資工系 教授

第一組 組長 吳沛芩

第二組 組長 吳秋萍

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曾國欣 太遙中心 副教授

教務處 教務長 王文俊 電機系 教授

教務處 副教務長 鄭國興 電機系 教授

註冊組 組長 周建成 土木系 教授

課務組 組長 許雲翔 法政所 副教授

招生組 組長 王友聖

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張午龍 地科系 副教授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林沛練 大氣系 教授

學生事務處 副學生事務長 顏宏元 地科系 教授

生活輔導組 組長 許文瀞 教官

課外活動組 組長 鄭恪亭 光電系 副教授

衛生保健組 組長 吳炤民 電機系 副教授

住宿服務組 組長 鐘志忠 土木系 副教授

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陳思妤 光電系 副教授

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陳宣毅 物理系 教授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主任 蘇立仁 生醫系 副教授

總務處 總務長 楊智斌 土木系 教授

總務處 副總務長 江康鈺 環工所 教授

文書組 組長 鄭夙君

事務組 組長 張家綺

出納組 組長 蔡妱蓉

保管組 組長 劉憶萍

營繕組 組長 林晴達

採購組 組長 陳文龍

駐校警衛隊 小隊長 李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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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楊鎮華 資工系 教授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李進福 電機系 教授

企劃組 組長 陳俊佑

學術發展組 組長 張竝瑜 地科系 教授

計畫管理組 組長 莊尚文

產學營運中心 主任 葉錦徽 財金系 教授

產學營運中心 副主任 王瑞斌 土木系 教授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長 許協隆 土木系 教授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事務長 謝發坤 化學系 教授

國際行政事務組 組長

國際交流暨招生組 組長

海外教育推廣組 組長

圖書館 館長 高櫻芬 財金系 教授

採編組 組長 陳微麗

典閱組 組長 何慧玲

推廣服務組 組長 李惠卿

資訊系統組 組長 連文雄 圖書館 助理教授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中心主任 陳奕明 資管系 教授

資源管理組 組長 許時準

網路系統組 組長

校務資訊組 組長

技術研發組 組長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 李岱洲 化材系 教授

人事室 主任 胡建豪(代理)

第一組 組長 胡建豪

第二組 組長 蘇衿茹

第三組(校務人力組) 組長 張世勤

主計室 主任 陳芳姿

第一組 組長 王玉珍

第二組 組長 張國隆

第三組 組長 吳佼霓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林唐煌 太遙中心 教授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辛裕明 電機系 教授

環境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倪春發 應地所 教授

臺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許秉瑜 企管系 教授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綦振灜 電機系 教授

聯合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楊鎮華 資工系 教授

災害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田永銘 土木系 教授

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陳國棟 資工系 教授

全球定位科學與應用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蔡龍治 太遙中心 教授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吳春桂 化學系 教授

總教學中心 中心主任 林志光 機械系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王俐容 客語系 教授



語言中心 主任 李姿瑩 土木系 教授

藝文中心 主任 李瑞騰(代理) 中文系 教授

體育室 主任 張哲千 體育室 副教授

文學院 院長 林文淇 英文系 教授

文學院 副院長 李振亞 英文系 副教授

中國文學系 系主任 卓清芬 中文系 教授

英美語文學系 系主任 黃道明 英文系 教授

法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 甘佳平 法文系 副教授

哲學研究所 所長 陸敬忠 哲學所 教授

藝術學研究所 所長 謝佳娟 藝術所 副教授

歷史研究所 所長 蔣竹山 歷史所 副教授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所長 張立杰 師培中心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張立杰 師培中心 教授

理學院 院長 林宗泰 物理系 教授

理學院 副院長 洪盟凱 數學系 教授

物理學系 系主任 陳江梅 物理系 教授

物理學系 副系主任 陳俞融 物理系 副教授

數學系 系主任 楊肅煜 數學系 教授

數學系 副系主任 黃榮宗 數學系 教授

化學學系 系主任 林子超 化學系 教授

統計研究所 所長 陳春樹 統計所 教授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 楊宗勳 光電系 教授

天文研究所 所長 周翊 天文所 教授

工學院 院長 蕭述三 機械系 教授

工學院 副院長 黃偉慶 土木系 教授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主任 吳子嘉 化材系 教授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土木工程學系 系主任 陳世晃 土木系 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洪汶宜 土木系 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系主任 鍾志昂 機械系 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李朱育 機械系 教授

能源工程研究所 所長 鍾志昂 機械系 教授

環境工程研究所 所長 莊順興 環工所 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所長 王冠文 材料所 教授

管理學院 院長 許秉瑜 企管系 教授

   管理學院 副院長 鄭保志 經濟系 副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 系主任 陳春希 企管系 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系主任 蘇雅惠 資管系 副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副系主任 許文錦 資管系 副教授

財務金融學系 系主任 徐政義 財金系 教授

經濟學系 系主任 王銘正 經濟系 副教授

產業經濟研究所 所長 蔡偉德 產經所 教授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所長 王群孝 人資所 副教授



工業管理研究所 所長 葉英傑 工管所 副教授

會計研究所 所長 王曉雯 會計所 教授

資訊電機學院 代理院長 綦振瀛 電機系 教授

資訊電機學院 副院長 陳永芳 通訊系 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系主任 林祐生 電機系 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辛正倫 電機系 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蘇柏齊 資工系 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張貴雲 資工系 教授

通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張大中 通訊系 教授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所長 吳穎沺 網學所 副教授

地球科學學院 院長 許樹坤 地科系 教授

   地球科學學院 副院長 董家鈞 應地所 教授

地球科學學系 系主任 陳建志 地科系 教授

地球科學學系 副系主任 郭力維 地科系 副教授

大氣科學學系 系主任 余嘉裕 大氣系 教授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 趙吉光 太空所 副教授

應用地質研究所 所長 倪春發 應地所 教授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所長 黃志誠 水海所 副教授

客家學院 院長 周錦宏 客語系 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系主任 黃菊芳 客語系 副教授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所長 鍾國允 法政所 教授

生醫理工學院 院長 阮啟弘 認知所 教授

生醫理工學院 副院長 李宇翔 生醫系 教授

生命科學系 系主任 高永旭 生科系 教授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所長 梁偉光 認知所 副教授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 王孫崇 生醫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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