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4.19更新

單位 職稱 姓名 起聘日 備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朱景鵬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徐輝明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林信鋒

行政副校長室 行政副校長 馬遠榮
(任務編組職務)

教務處 教務長 郭永綱

教務處 副教務長 葉國暉

研究發展處 處長 孟培傑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張德勝 111.5.1 新任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林穎芬

學生事務處 副學生事務長 張國義

總務處 總務長 古智雄 111.5.1 新任

國際事務處 處長 馬遠榮

國際事務處 副處長 侯介澤
(任務編組職務)

共同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復

共同教育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朱嘉雯

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黃琡雅

共同教育委員會語言中心 主任 嚴愛群

共同教育委員會藝術中心 主任 魏廣晧

共同教育委員會體育中心 主任 楊昌斌

共同教育委員會華語文中心 主任 朱嘉雯

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主任 陳復

圖書資訊處 處長 陳偉銘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中心主任 王沂釗

教學卓越中心 中心主任 廖慶華

教學卓越中心 副中心主任 陳怡廷

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 范熾文

社會參與中心 中心主任 顧瑜君

主計室 主任 戴麗華

人事室 主任 陳香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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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院長 馬遠榮(代理) 111.3.14 代理

理工學院 副院長 江政欽

應用數學系 主任 吳韋瑩

資訊工程學系 主任 張意政 111.2.1 新任

生命科學系 主任 彭致文 111.2.1 新任

物理學系 主任 彭文平

化學系 主任 劉福成

電機工程學系 主任 陳震宇 111.2.1 新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主任 傅彥培

光電工程學系 主任 林楚軒

管理學院 院長 許芳銘

企業管理學系 主任 陳建男

運籌管理研究所 所長 陳建男

會計學系 主任 張益誠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張益誠

資訊管理學系 主任 侯佳利 111.2.1 續任

資訊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侯佳利 111.2.1 續任

財務金融學系 主任 李明龍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李明龍

國際企業學系 主任 欒錦榮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主任 陳麗如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院長 吳冠宏 111.2.1 新任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長 梁文榮 111.2.17 新任

華文文學系 主任 許又方

中國語文學系 主任 彭衍綸

英美語文學系 主任 楊植喬

經濟學系 主任 張銘仁

歷史學系 主任 李道緝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主任 劉効樺

臺灣文化學系 主任 黃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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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學系 主任 朱鎮明 111.2.1 新任

社會學系 主任 呂傑華

法律學系 主任 蔡志偉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蔡志偉

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 主任 朱嘉雯

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 主任 王鴻濬 111.2.1

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石忠山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主任 李宜澤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主任 董克景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主任 賴兩陽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賴兩陽

原住民族樂舞與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石忠山

海洋科學學院 院長 張文彥

海洋科學學院 副院長 孟培傑
(任務編組職務)

海洋生物研究所 所長 林家興

花師教育學院 院長 潘文福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主任 劉佩雲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副主任 李眞文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主任 張志明

特殊教育學系 主任 楊熾康

幼兒教育學系 主任 林俊瑩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主任 尚憶薇

藝術學院 院長 徐秀菊

音樂學系 主任 沈克恕

藝術與設計學系 主任 黃成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主任 林昭宏 111.2.1 續任

環境學院 院長 張文彥 111.2.1 續任

環境學院 副院長 蘇銘千
(任務編組職務)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主任 李俊鴻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張文彥 111.2.1 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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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究園區管理處 處長 翁若敏
(任務編組職務)

越南臺灣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王鴻濬 111.2.1
(任務編組職務)

校務研究辦公室 主任 朱景鵬
(任務編組職務)

校務研究辦公室 執行長 廖慶華
(任務編組職務)

永續發展辦公室 主任 朱景鵬
(任務編組職務)

永續發展辦公室 執行長 馬遠榮
(任務編組職務)

英語培力研究院籌備處 處長 馬遠榮
(任務編組職務)

英語培力研究院籌備處 副處長 嚴愛群
(任務編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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