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0912更新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姓名 性別 任現職年月 備註

秘書室 議事公文組 張菊珍 女 105.01.25 專門委員兼辦

秘書室 公關宣傳組 陳復 男 109.02.01 教師兼任

教務處 註冊組 廖瑞珠 女 111.06.30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呂家鑾 女 105.01.25 專門委員兼辦

教務處 課務組 羅燕琴 女 108.07.11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組
毛起安

(代理)
女 110.11.15 工作指派

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柯學初 男 110.04.01 教師兼任

研究發展處 學術服務組 賴志宏 男 110.11.15 教師兼任

研究發展處 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張文彥

(主任)
男 110.01.01 教師兼任

(任務編組職務)

研究發展處 生物技術育成中心
張文彥

(主任)
男 110.01.01 教師兼任

(任務編組職務)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鄭袁建中

(代行)
男 107.02.01 代行職務

學務處 畢業生與校友服務組 姚維仁 男 111.09.01 教師兼任

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 黎士鳴 男 111.09.12 教師兼任

學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王昱心

(主任)
女 110.08.10 教師兼任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林國華

(代行)
男 109.09.16 代行職務

總務處 文書組 楊玫棻 女 096.08.16

總務處 出納組 許紹峯 男 109.07.16

總務處 事務組 許健興 男 109.07.16

總務處 保管組 何俐眞 女 108.03.18

總務處 營繕組
邱翊承

(代行)
男 105.06.13 代行職務

總務處 環保組 莊英宏 男 109.07.16

國際事務處 國際招生組 侯介澤 男 110.12.01 教師兼任

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組
宋之華

(代行)
女 103.03.04 代行職務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作組 翁胤哲 男 111.02.01 教師兼任

國際事務處 永續發展組 侯介澤 男 111.03.01 教師兼任

圖書資訊處 校務系統組 簡暐哲 男 111.02.01 教師兼任

圖書資訊處 採訪編目組 周小萍 女 10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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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 圖資服務組 何銘俊 男 107.08.01
970801-1070731

數位資源組組長

圖書資訊處 綜合業務組 毛起安 女 97.08.01

圖書資訊處 網路管理組
李宇峰

(代行)
男 102.02.01 代行職務

師資培育中心 中等教育實習組 陳進金 男 109.08.01 教師兼任

師資培育中心 中等學程組 吳新傑 男 109.08.01 教師兼任

師資培育中心 地方教育輔導組 張明麗 女 111.08.01 教師兼任

師資培育中心
國小、幼教與特教教育

實習組
陳進金 男 109.08.01 教師兼任

師資培育中心
國小、幼教與特教學程

組
蘇育代 女 109.08.05 教師兼任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資源開發組 蘇鈺楠 男 106.08.01 教師兼任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心理諮商組 翁士恆 男 105.08.01 教師兼任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預防推廣組
陳淑惠

 (代行)
女 105.03.01 代行職務

教學卓越中心 教學與學習組 陳怡廷 女 106.08.01 教師兼任

教學卓越中心 課程與科技組 陳旻秀 男 105.02.01 教師兼任

社會參與中心 地方協力組 張瓊文 女 110.01.13 教師兼任

社會參與中心 發展實踐組 林意雪 女 110.01.13 教師兼任

創新研究園區管理處 行政組 陳旻琳 女 105.10.01 代行職務
(任務編組職務)

校務研究辦公室 行政支援組 侯佳利 男 105.08.01 教師兼任
(任務編組職務)

校務研究辦公室 研究分析組 江志卿 男 105.08.01 教師兼任
(任務編組職務)

校務研究辦公室 資料蒐集建置組 簡暐哲 男 111.02.01 教師兼任
(任務編組職務)

人事室 一組 謝木連 男 110.09.15

人事室 二組 賴小娟 女 110.12.20

主計室 一組 潘秀娥 女 102.05.30

主計室 二組 謝彩君 女 100.05.19

主計室 三組 林淑娟 女 110.09.0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