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副學務長 陳思妤 陳宣毅 108.11.1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黃姿瑜 技　師 108.11.18 新進

李蓉蓉 行政專員 108.12.1 新進

蘇衿茹 組　長 108.12.6
他機關調進(原任國立體育大
學組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方惠寬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11.1 辭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莊友涵 專任助理 108.10.30 育嬰留停

邱馨槿 專任助理 108.12.1 育嬰留停

李鴻怡 專任助理 108.12.1 育嬰復職

程珮庭 專任助理 108.12.10 育嬰復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林伊芳 行政專員 108.11.18 原任本校專任助理

張家綺 組　長 108.12.1
單位內調動
(原任總務處文書組組長)

眭湘苓 組　長 108.12.1
單位內調動
(原任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108年12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單          位

學生事務處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新進、他機關調進

太空科學與科技研究中心

3.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營建管理研究所

資訊工程學系

2.借調、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單         位

單         位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人事室
第二組

4.其他
單         位

總務處

總務處
事務組

總務處
文書組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組　長 馬星曄 鐘志忠 108.11.1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胡秋鳯 宿舍管理員 108.10.16 新進

胡　琦 技　士 108.10.28
108年高考三級正額錄取分
配實務訓練人員

吳宜芬 技　佐 108.10.28
108年普通考試正額錄取分
配實務訓練人員

張世勤 組　長 108.10.30
他機關調進(原任桃園市政府
人事處專員)

呂奇龍 技　士 108.11.1
他機關調進(原任新北市政府
養護工程處工程員)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張中白 教　授 108.11.1
續借調科技部法國代表處科
技組擔任科技參事

鄧名桂 約僱人員 108.10.22 離職

羅依欣 約僱人員 108.10.22 離職

曾冠詠 技　佐 108.11.1 離職

馬星曄 軍訓教官 108.11.11 退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黃語萱 專任助理 108.10.1 育嬰留停

王美琦 行政專員 108.11.14 留停復職國際事務處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總務處
事務組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3.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電子計算機中心

電子計算機中心

單         位

電子計算機中心

電子計算機中心

108年11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單          位

學生事務處
住宿服務組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新進、他機關調進

單         位

學生事務處
住宿服務組

人事室
第三組

土木工程學系

2.借調、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所  長 鄭晉昌 王群孝 108.10.1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曾羿瑄 行政專員 108.9.16 新進

李佳盈 專　員 108.10.1
他機關調進(原任桃園市政府
勞動檢查處人事室主任)

簡欣瑩 約僱人員 108.10.1 新進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黃冠綾 行政專員 108.9.12 離職

賴文淑 宿舍管理員 108.10.1 離職

葉秋萍 約僱人員 108.10.1 離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莊友涵 專任助理 108.9.29 育嬰留停

吳昭穎 專任助理 108.10.1 育嬰復職

洪顥芸 專任助理 108.10.1 留停復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管瑞平 高級專員 108.9.1
單位內調動
(原主計室第二組)

張美珍 行政專員 108.9.1
單位內調動
(原主計室第三組)

楊麗菁 秘　書 108.9.16
本機關調陞
(原人事室專員)

黃儀蓁 行政專員 108.9.16
單位內調動
(原總務處事務組)

主計室
第三組

主計室
第二組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總務處
文書組

單         位

單         位

2.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4.其他

108年10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單          位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新進、他機關調進

單         位

人事室
第二組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學生事務處
住宿服務組

總務處
事務組

數學系

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總務處
事務組

人事室
第一組

3.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營建管理研究所



徐文靜 行政專員 108.10.1
單位內調動
(原總務處出納組)

魏淑菁 行政專員 108.10.1
單位內調動
(原總務處保管組)

林慧娟 高級專員 108.10.1
單位內調動
(原總務處採購組)

王立瑾 行政專員 108.10.1 原任本校專任助理

嚴守賢 行政專員 108.10.1 原任本校專任助理

黃秋慈 組　員

李伊婷 專任助理

徐欣如 行政專員 108.10.1
單位內調動
(原人事室第一組)

鄭凱憶 行政專員

林宜慧 行政專員

余慧琦 高級專員

敖文珊 高級專員

林淑珮 專　員

文學院

總務處
保管組

總務處
採購組

總務處
事務組

總務處
出納組

人事室
第一組

108.10.1

人事室
第三組

單位內調動
(原人事室第二組)

單位內調動
(原人事室第一組)

108.10.1

108.10.1

單位內調動
(原人事室第二組)

人事室
第二組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組　長 － 胡建豪(代理)
108.8.1至新任組長到職前1
日

副系主任 鍾志昂 李朱育 108.8.1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王玉珍 組　長 108.8.26
他機關調進(原任交通部鐵道
局主計室科長)

羅婉菱 組　員 108.9.2
他機關調進(原任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技
士)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彭振發 行政專員 108.9.1 離職

朱美孏 助理教授 108.9.1 辭職

劉佩艷 專案副教授 108.9.3 辭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洪顥芸 專任助理 108.8.20 傷病留停

葉秋芳 行政專員 108.8.30 育嬰復職

陳秋妤 行政專員 108.9.1 育嬰復職

李啟銘 技　師 108.9.1 育嬰復職

108年9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單          位

人事室
第三組

1.新進、他機關調進

機械工程學系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總務處
文書組

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電子計算機中心
校務資訊組

總務處
事務組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3.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單         位

主計室

機械工程學系

2.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組　長 李朱育 許雲翔 108.8.1

副學務長 潘敏俊 － 108.8.1

組　長 馬星曄 孫中運 108.8.1

組　長 李岱洲 洪汶宜 108.8.1

主　任 潘敏俊 林唐煌 108.8.1

組　長 － 馬星曄 108.8.1新增

主　任 － 蘇立仁 108.8.1新增

主　任 孫中運 － 108.8.1併入生活輔導組

組　長 － 林靜怡 108.8.1新增

組　長 － 鄧慧穎
108.8.1（原為研發處研究推
動組組長組編更名後為研發
處計畫管理組組長）

院　長 李瑞騰 李瑞騰(代理)
108.8.1至新任院長到任前1
日

副院長 楊自平 郭永吉(代理)
108.8.1至新任副院長到任前
1日

所　長 孫雲平 陸敬忠 108.8.1

所　長 鄭政誠 蔣竹山 108.8.1

主　任 鍾德元 林子超 108.8.1

副系主任 羅健榮 陳俞融 108.8.1

系主任 洪盟凱 楊肅煜 108.8.1

主　任 李岱洲 李勝偉 108.8.1

系主任 何正榮 鍾志昂 108.8.1

所  長 何正榮 鍾志昂 108.8.1

所　長 謝定亞 － 108學年度整併至土木系

系主任 葉錦徽 徐政義 108.8.1

能源工程研究所

營建管理研究所

財務金融學系

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

工學院
學士班

機械工程學系

研究發展處
計畫管理組

理學院
學士班

哲學研究所

歷史研究所

數學系

文學院

文學院

物理學系

108年8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單          位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中心

學生事務處
住宿服務組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教務處
課務組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

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所　長 劉念琪(代理) 鄭晉昌(代理)
108.8.1至新任所長到任前1
日

主　任 － 陳建志 108.8.1新增

院　長 朱延祥 許樹坤 108.8.1

副院長 陳建志 董家鈞 108.8.1

所　長 鍾國允(代理) 鍾國允 108.8.1

副院長 高永旭 陳師慶 108.8.1

系主任 王健家 高永旭 108.8.1

中心主任 綦振瀛(代理) 辛裕明 108.8.1

中心主任 王仲宇 田永銘 108.8.1

類別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英美語文學系 黃道明 教授 108.8.1 升等

師資培育中心 張立杰 教授 108.8.1 升等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鍾德元 教授 108.8.1 升等

物理學系 郭家銘 教授 108.8.1 升等

土木工程學系 李姿瑩 教授 108.8.1 升等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學系

胡威文 教授 108.8.1 升等

機械工程學系 李天錫 教授 108.8.1 升等

能源工程研究所 蘇清源 教授 108.8.1 升等

通訊工程學系 古孟霖 教授 108.8.1 升等

地球科學學系 張竝瑜 教授 108.8.1 升等

地球科學學系 郭陳澔 教授 108.8.1 升等

太空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

張起維 教授 108.8.1 升等

大氣科學學系 楊舒芝 教授 108.8.1 升等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李宇翔 教授 108.8.1 升等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馬念涵 教授 108.8.1 升等

中國文學系 李宜學 副教授 108.8.1 升等

生命科學系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地球科學學院
學士班

1.升等、新進、他機關調進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地球科學學院

地球科學學院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災害防治研究中心

生醫理工學院



英美語文學系 林建廷 副教授 108.8.1 升等

法國語文學系 梅豪方 副教授 108.8.1 升等

師資培育中心 詹明峰 副教授 108.8.1 升等

師資培育中心 許宏儒 副教授 108.8.1 升等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郭倩丞 副教授 108.8.1 升等

數學系 黃皜文 副教授 108.8.1 升等

物理學系 廖文德 副教授 108.8.1 升等

統計研究所 孫立憲 副教授 108.8.1 升等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學系

張博凱 副教授 108.8.1 升等

土木工程學系 王翰翔 副教授 108.8.1 升等

能源工程研究所 韋安琪 副教授 108.8.1 升等

企業管理學系 李憶萱 副教授 108.8.1 升等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群孝 副教授 108.8.1 升等

資訊管理學系 許文錦 副教授 108.8.1 升等

電機工程學系 胡璧合 副教授 108.8.1 升等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
學系

王保鍵 副教授 108.8.1 升等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謝宜蕙 副教授 108.8.1 升等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黃智遠 副教授 108.8.1 升等

環境研究中心 蔡慶輝 專案副研究員 108.8.1 升等

統計研究所 陳春樹 教　授 108.8.1 新聘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王智明 教　授 108.8.1 新聘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施如齡 教　授 108.8.1 新聘

機械工程學系 王淵弘 副教授 108.8.1 新聘

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伯勳 副教授 108.8.1 新聘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

洪緯璿 副教授 108.8.1 新聘

電機工程學系 廖益弘 副教授 108.8.1 新聘

教

師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輝揚 副教授 108.8.1 新聘，原本校專任副研究員

哲學研究所 黃雅嫺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數學系 陳志瑋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余業緯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王培勳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機械工程學系 林立岡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產業經濟研究所 蔡栢昇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財務金融學系 彭淑卿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電機工程學系 陳聿廣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洪暉鈞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應用地質研究所 波玫琳 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原本校博士後研究

英美語文學系 何春蕤 專案教授 108.8.1 新聘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學系

蔣孝澈 專案教授 108.8.1 新聘

工業管理研究所 戴正廷 專案助理教授 108.8.1 新聘

語言中心 黃馨瑩 專案講師 108.8.1 新聘

大氣科學學系 谷邁世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8.1 新聘

環境研究中心 林淇平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8.1 新聘

太空科學研究中心 方惠寬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8.1 新聘

化學學系 賴重光 教  授 108.8.1 借調歸建

主計室 陳芳姿 主　任 108.7.23
他機關調進(原任國立海洋大
學簡任10職等秘書)

研究發展處
產學營運中心

彭博瑄 行政專員 108.7.23 新進

電子計算機中心 鄧名桂 約僱人員 108.8.5 新進

類別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財務金融學系 楊曉文 教　授 108.8.1 辭職

生命科學系 孫維欣 教　授 108.8.1 辭職

資訊管理學系 粟四維 副教授 108.8.1 辭職

2.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職

員



企業管理學系 陳冠儒 助理教授 108.8.1 辭職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朱美孏 助理教授 108.8.1 辭職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學系

費定國 專案教授 108.8.1 辭職

營建管理研究所 李建中 專案教授 108.8.1 辭職

人文研究中心 汪榮祖 專案教授 108.8.1 辭職

人文研究中心 王成勉 專案研究員 108.8.1 辭職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董彥伶 技  師 108.8.1 離職

教務處
課務組

溫寶珠 行政專員 108.8.1 退休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潘明蓉 講  師 108.8.1 侍親復職

莊友涵 專任助理 108.8.1 育嬰留停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謝慧萍 助  教

郭恆禎 行政專員

余惠文 行政專員

黃詩媛 行政專員

范姜淑媛 行政專員

黃思閔 行政專員

吳佳瑜 行政專員

黃桂慧 行政專員

徐聖傑 行政專員

葉俍延 高級專員

蔡宛螢 行政專員 108.8.1
原任本校研發處產學營運中
心專任助理

曾敏華 行政專員

劉容慈 行政專員

原為研發處研究推動組組編
更名後為研發展處學術發展
組

3.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語言中心

工學院
營建管理研究所

教

師

4.其他

單         位

教務處
課務組

學生事務處 原為學務處生輔組組編後至

職
員

研究發展處
計畫管理組

原為研發處研究推動組組編
更名後為研發處計畫管理組

108.8.1

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

108.8.1



劉怡蘭 行政專員

胡硯芬 高級專員

許芬瑗 行政專員

孫守丕 行政專員

高潤清 行政專員

鄔啟華 行政專員

王時帆 行政專員

蔣家騏 助理專員

熊英才 行政專員

莊麗葉 行政專員

黃裕隆 行政專員

黃冠綾 行政專員

徐雲菁 行政專員 108.8.1
原營管所組編合併後為土木
工程學系

更名起日

108.8.1

108.8.1

108.8.1

108.8.1

(三)單位更名
更名後單位名稱原單位名單

108.8.1

土木工程學系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108.8.1

學生事務處
住宿服務組

原為學務處服務學習辦公室
組編更名學務處服務學習發
展中心

108.8.1
原為學務處生輔組組編後至
學務處住宿服務組

原為學務處軍訓室組編裁撤
後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 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模組研究中心

太空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太空科學研究所

計畫管理組

研究發展處
研究推動組

學術發展組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羅依欣 約僱人員 108.6.14 新進

許凱鈞 行政專員 108.6.21 新進

類別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環境工程研究所 李俊福 教　授 108.6.30 退休

資訊管理學系 薛義誠 教　授 108.6.30 退休

哲學研究所 甯應斌 教　授 108.6.30 退休

數學系 林金源 教　授 108.6.30 退休

產業經濟研究所 單　驥 教　授 108.6.30 退休

應用地質研究所 蔡龍珆 副教授 108.6.30 退休

法國語文學系 辛憶卿 講　師 108.6.30 退休

地學科學學系 徐煥銘 技　士 108.6.17 退休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學系

張鑑誠 技　士 108.6.17 退休

土木工程學系 宋鴻禧 技　士 108.6.25 退休

電子計算機中心 曾筠茹 約僱人員 108.7.1 離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洪銘聰 助理教授 108.6.17 留停復職

嚴守賢 專任助理 108.7.1 育嬰留停

程珮庭 專任助理 108.7.1 育嬰留停

108年7月份人事動態

(一)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新進、他機關調進

2.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土木工程學系

單         位

電子計算機中心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教
師

3.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機械工程學系

職
員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圖書館
採編組

組　長 陳芷瑛 陳詩絨(代理)
108.5.27至新任組長到職前
1日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秘　書 張斐雅 姜永俐(代理)
108.6.1至新任秘書到職前1
日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張斐雅 秘　書 108.6.1
調他機關(調中區國稅局稅務
員)

圖書館
採編組

陳芷瑛 組　長 108.6.9 退休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稽核室 呂白漪 行政專員 108.6.1 育嬰復職

管理學院 陳妍蓁 專任助理 108.5.1 育嬰留職停薪

國際事務處 王美琦 行政專員 108.5.13 育嬰留職停薪

教務處
招生組

姜孟婕 行政專員 108.6.3 育嬰留職停薪

電子計算機中心 賴韻如 行政專員 108.6.4 育嬰留職停薪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環境工程研究所 蔣佳修 組　員 108.6.1 原任本校機械系組員

3.其他

108年6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2.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研究發展處
產學營運中心

主　任 孫亞賢 曹嘉文 108.4.19

研究發展處
產學營運中心

副主任 曹嘉文 胡威文 108.5.1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秘書室
第1組

溫立安 行政專員 108.4.22 離職

天文研究所 陳麗瑜 行政專員 108.5.1 離職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數學系 吳昭穎 專任助理 108.04.15 育嬰留職停薪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教務處 劉子綾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學生事務處 胡硯芬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總務處 張秀金 高級技師 108.5.1 本機關晉升

總務處 嚴文伶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總務處 林慧娟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研究發展處 葉俍延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國際事務處 簡君怡 資深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電子計算機中心 吳銹美 高級技師 108.5.1 本機關晉升

電子計算機中心 蔡嘉安 高級技師 108.5.1 本機關晉升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中心

陳瑾瑩 高級技師 108.5.1 本機關晉升

主計室 范秀瑩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人事室 余慧琦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化學學系 楊庭瑄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生醫理工學院 黃郁婷 高級專員 108.5.1 本機關晉升

3.其他

108年5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2.復職、留職停薪



電子計算機中心
校務資訊組

陳煜珊 技　師 108.5.1 原任本校專任助理

電子計算機中心
校務資訊組

徐瑛憶 技　師 108.5.1 原任本校專任助理

天文研究所 簡欣平 行政專員 108.5.1 原任本校專任助理

研究發展處
研究推動組

黃桂慧 行政專員 108.5.1 原研發處企劃組

研究發展處
企劃組

陳美芳 行政專員 108.5.1 原研發處研究推動組

秘書室
第一組

黃千娪 行政專員 108.5.3 原任本校專任助理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研究發展處
研究推動組

徐聖傑 行政專員 108.3.21 新進

人事室
第一組

林淑珮 專　員 108.4.1
他機關調進(原任新竹縣立芎
林國民中學人事主任)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楊易靜 護理師 108.4.1
他機關調進(原任臺北榮民總
醫院護理師)

總務處
事務組

曾泊維 書　記 108.4.1
108年初等考試正額錄取分配
實務訓練人員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電子計算機中心 王堅斌 技　士 108.4.1
調他機關(調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副技師)

總務處
事務組

彭韻如 約僱人員 108.4.1 離職

資訊電機學院 蕭雅苓 行政專員 108.4.1 離職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
學系

江俊龍 副教授 108.3.18
借調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何淑霓 專任助理 108.3.3 回職復薪

總務處
出納組

許智涵 行政專員 108.4.8 留職停薪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教務處
課務組

陳佳韻 專　員 108.4.1 本機關調陞

總務處
採購組

范僑芸 行政專員 108.4.1 原任本校文書組約用事務員

資訊電機學院 張利伶 行政專員 108.4.1 原任本校資電院專任助理

108年4月份人事動態

5.其他

(一)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4.復職、留職停薪

1.新進、他機關調進

2.離職、調他機關

3.借調、歸建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主計室
第一組

組　長 葉秀春 劉香宜(代理)
108.2.20至新任組長到職前
1日

研究發展處
環境教育研究中心

主　任 呂理德 黃志誠 108.2.20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物理學系 周紹暐 助理教授 108.3.5 新聘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王宜琳 技　師 108.2.18 新進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俞姿伶 組　員 108.3.1
他機關調進(原任桃園市立大
竹國民中學幹事)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主計室 葉秀春 組　長 108.2.20 退休

教務處
課務組

蘇寶惠 專　員 108.3.4 調苗栗縣政府科員

研究發展處
研究推動組

楊詠伃 行政專員 108.3.11 離職

總務處
採購組

林信佑 行政專員 108.3.16 離職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秘書室
校友服務中心

劉芝秀 行政專員 108.3.1 育嬰留職停薪

稽核室 呂白漪 行政專員 108.3.1 育嬰留職停薪

電子計算機中心
校務資訊組

李啟銘 技　師 108.3.4 育嬰留職停薪

3.復職、留職停薪

108年3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新進、他機關調進

2.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主任秘書 徐國鎧 周立德 108.2.1

主　任 王翰翔 洪汶宜 108.2.1

副總務長 王家麟 李岱洲 108.2.1

組　長 陳美芬(代理) 張家綺 108.2.1

副研發長 陳昇暉 李進福 108.2.1

中心主任 周立德 陳奕明 108.2.1

中心主任 王家麟 李岱洲 108.2.1

組　長 張家綺 胡建豪(代理)
108.2.1至新任組長到職前1
日

執行長 蕭述三 楊鎮華 108.2.1

副院長 劉德明 楊自平 108.2.1

系主任 楊自平 劉德明 108.2.1

所　長 樊采虹 鄒宗山 108.2.1

院　長 田永銘 蕭述三 108.2.1

中心主任 許秉瑜(代理) 許秉瑜 108.2.1

中心主任 周惠文 林志光 108.2.1

所　長 張桐銳 鍾國允(代理) 108.2.1

類別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物理學系 吳明佳 教　授 108.2.1
新聘，原本校數據中心研究
員

環境工程研究所 莊順興 教　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葉士青 教　授 108.2.1 新聘

歷史研究所 蔣竹山 副教授 108.2.1 新聘

土木工程學系 王韡蒨 副教授 108.2.1 新聘

財務金融學系 何柏欣 副教授 108.2.1 新聘

中國文學系 胡川安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1.新進、他機關調進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秘書室

秘書室
校友服務中心

總務處

總務處
文書組

研究發展處

電子計算機中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人事室
第一組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統計研究所

工學院

臺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總教學中心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一)主管
單          位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108年2月份人事動態



土木工程學系 賴勇安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企業管理學系 黃依潔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通訊工程學系 陳昱嘉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地球科學學系 林彥宇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大氣科學學系 張偉裕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大氣科學學系 王儷樵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
所

陳沛芫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溫袓德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電機工程學系 莊堯棠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劉寶鈞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黃興燦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曾黎明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陳振炎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毛正氣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2.1 新聘

太空科學與科技研究
中心

林其彥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2.1 新聘

高能與強場物理研究
中心

項人宗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2.1 新聘

機械工程學系 林錦德 助理教授 108.2.11 新聘

電子計算機中心 曾筠茹 約僱人員 108.1.28 新進

圖書館
採編組

藍翊瑄 組　員 108.2.12
他機關調進(原任臺北市立圖
書館課員)

類別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通識教育中心 呂理德 專案助理教授 108.1.23 辭職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張桐銳 教　授 108.2.1 辭職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羅南德 副教授 108.2.1 辭職

財務金融學系 王樹鳳 助理教授 108.2.1 辭職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林家祥 專案助理教授 108.2.1 辭職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蘇育生 專案副研究員 108.2.1 辭職

語言中心 謝明慧 專案講師 108.2.1 辭職

2.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教
師

職
員



英美語文學系 司徒尉 教　授 108.2.1 退休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鄭益祥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教師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學系

蔣孝澈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教師

機械工程學系 施登士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專案教師

資訊管理學系 周世傑 教　授 108.2.1 退休

產業經濟研究所 陳忠榮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教師

電機工程學系 莊堯棠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專案教師

機械工程學系 葉則亮 副教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專案教師

太空科學研究所 陳明桂 副教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教師

職
員

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

邱郁惠 約僱人員 108.1.12 離職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林怡君 組　員 108.1.12 回職復薪

詹文堯 行政專員 108.1.25 回職復薪

陳秋妤 行政專員 108.1.28 育嬰留職停薪

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

秘書室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教
師

單         位

3.復職、留職停薪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劉正毓 綦振瀛(代理)
108.1.1至新任中心主任到職
前1日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學生事務處 周毓芳 秘　書 108.1.1
他機關調進(原任國立臺北大
學輔導員)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

莊宇雯 行政專員 108.1.1 新進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能源工程研究所 莊銘棟 專案副教授 108.1.1 離職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畢巧如 技　師 107.11.17 離職

研究發展處
產學營運中心

鄭丞軒 行政專員 108.1.11 離職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法律與政政研究所 陳英鈐 教　授 107.12.3 借調歸建

大氣科學學系 黃清勇 教　授 108.1.1 借調歸建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嚴守賢 專任助理 108.1.1 育嬰留職停薪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人事室 陳瑋靜 技　師 108.1.1 原人事室行政專員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
系

梁萩香 行政專員 108.1.1 原客家系專任助理

5.其他

108年1月份人事動態

(一)主管

(二)教師、職員、契僱人員
1.新進、他機關調進

2.離職、退休、調他機關

3.借調、歸建

4.復職、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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