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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一一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利佳玲 到職起薪  研究發展處 
行政助理 110.01.01  

翁祥益 離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技佐  110.01.04  

陳真詩 到職起薪 
學生事務處
學生諮商中心 
輔導人員 

 110.01.06  

劉世華 病故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副教授  110.01.12  

金寶儀 調派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業行政助理 

總務處文書組 
專業行政助理 110.01.13  

柳阿娥 退休 總務處文書組 
行政助理  110.01.13  

葉蓁蓁 職稱變更 秘書室 
校務新聞企劃 

秘書室 
媒體行銷經理 110.01.21  

許雅芬 到職起薪 職涯發展處 
行政助理  11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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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二二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黃建誌 到職起薪  農園生產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鍾興穎 到職起薪  農園生產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陳威臣 到職起薪  農園生產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陳欣郁 到職起薪  食品科學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楊智凱 到職起薪  森林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馮俊豪 到職起薪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吳育昇 到職起薪  水產養殖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林倩如 到職起薪  水產養殖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韋家振 到職起薪  土木工程系 
副教授 110.02.01  

吳上立 到職起薪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110.02.01  

黃晁瑋 到職起薪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
系助理教授 110.02.01  

林韋豪 到職起薪  獸醫學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黃仁聰 到職起薪  機械工程系副教授級校
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2.01  

伍珮瑄 到職起薪  企業管理系副教授級校
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2.01  

白貿元 到職起薪  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級
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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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王星萌 到職起薪  研究總中心校務基金
進用講師級研究員 110.02.01  

林秋豐 離職 車輛工程系 
教授  110.02.01  

許志仲 離職 資訊管理系 
助理教授  110.02.01  

郭素蕙 離職 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級
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2.01  

張清水 離職 機械工程系助理教授級校
務基金進用專業技術人員

 110.02.01  

吳上立 離職 機械工程系副教授級校
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2.01  

馮俊豪 離職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助理
教授級校務基金進用教

學人員 
 110.02.01  

吳育昇 離職 研究總中心校務基金進
用助理教授級研究員  110.02.01  

白貿元 離職 研究總中心校務基金進
用助理教授級研究員  110.02.01  

林志龍 離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定期性行政助理  110.02.01  

高珮芳 育嬰留停
復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約用程式設計開發

人員 
 110.02.01  

郭耀綸 屆齡退休 森林系 
教授  110.02.01  

林頎生 屆齡退休 食品科學系 
教授  110.02.01  

毛冠貴 屆齡退休 景觀暨遊憩管理研究所
教授  110.02.01  

羅慎平 屆齡退休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110.02.01  

謝寶全 延長服務 食品科學系 
教授  110.02.01 延長服務期間: 

110.02.01-111.01.31 

陳文東 升等 
餐旅管理系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 

餐旅管理系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110.02.01  

蘇蕙芬 升等 休閒運動健康系 
副教授 

休閒運動健康系 
教授 110.02.01  

吳弘毅 升等 獸醫學系 
副教授 

獸醫學系 
教授 1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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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黃美秀 升等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
所副教授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教授 110.02.01  

林章生 升等 車輛工程系 
助理教授 

車輛工程系 
副教授 110.02.01  

藍淑雯 升等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110.02.01  

鍾承澍 升等 獸醫學系 
助理教授 

獸醫學系 
副教授 110.02.01  

潘妍蓉 到職起薪  研究發展處 
定期性行政助理 110.02.22  

劉姵汝 到職起薪  智慧機電學士學位學程 
行政助理 110.02.22  

陳峰成 到職起薪  機械工程系 
行政助理 11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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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三三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楊忠達 升等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
所副教授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教授 110.03.01  

鄭媃文 離職 總務處事務組 
行政助理  110.03.01  

梁秀鳳 離職 學生事務處學生諮
商中心輔導人員  110.03.01  

溫家琪 到職起薪  總務處事務組 
行政助理 110.03.02  

汪銘峯 到職起薪  研究總中心校務基金進
用助理教授級研究員 110.03.10  

姜智豪 到職起薪  主計室 
約僱人員 110.03.11 

姜員係約僱職務代理
人 ( 代 理 期 間
110.03.11-110.11.15) 

姜智豪 離職 主計室會計組 
定期性行政助理  110.03.11  

盧冠豪 到職起薪  人事室第一組 
組員 110.03.18 

盧員應 109 年公務人
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人事類科正額錄取，
分配至本校人事室實
施實務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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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四四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唐婉婷 育嬰留停
復職 

教務處註冊組 
行政助理  110.04.01  

侯嘉美 育嬰留停
復職 

體育室競賽活動組
行政助理  110.04.01  

朱晏孜 調派 體育室競賽活動組
行政助理 

人事室第二組 
行政助理 110.04.01  

彭乙晴 辭職 獸醫教學醫院 
獸醫師  110.04.01  

張汝雅 離職 圖書與會展館 
定期性行政助理  110.04.01  

汪玥希 到職起薪  圖書與會展館 
定期性行政助理 110.04.01  

林慧盈 到職起薪  圖書與會展館 
會展活動組組員 110.04.01  

潘淑萍 到職起薪  學生事務處學生諮商
中心輔導人員 110.04.07  

游國政 到職起薪  研究總中心校務基金
進用講師級研究員 110.04.14  

高靖雅 離職 研究發展處研究推
動組行政助理  110.04.15  

郭信威 到職起薪  
研究總中心校務基
金進用助理教授級

研究員 
110.04.28  



 

 7
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五五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周逸文 離職 學生事務處學生諮
商中心輔導人員  110.05.01  

郭淑儀 到職起薪  學生事務處學生諮商
中心輔導人員 110.05.03  

陳詠宗 到職起薪  
研究總中心校務基
金進用助理教授級

研究員 
110.05.03  

朱晏孜 
支援人文
暨社會科
學院 

人事室第二組 
行政助理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行政助理 110.05.03  

潘妍蓉 到職起薪  研究發展處 
行政助理 110.05.05  

林燕菁 離職 學生事務處學生諮
商中心輔導人員  11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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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六六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盧天威 到職起薪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110.06.01  

程彥傑 到職起薪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管理組技佐 110.06.01  

方崇仁 育嬰 
留職停薪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辦事員  自110.06.02起

至110.08.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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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七七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郭軒 離職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獸醫師  110.07.01  

楊絜安 離職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聘用獸醫師  110.07.01  

黃弘儒 離職 
研究總中心 
校務基金進用 
講師級研究員 

 110.07.01  

林卉宸 離職 研究發展處 
行政助理  110.07.01  

柯旻伶 到職起薪  
學生事務處
學生諮商中心 
輔導人員 

110.07.01  

汪玥希 離職 圖書與會展館 
定期性行政助理  110.07.01  

陳秀秀 調派 
職涯發展處 
就業輔導組 
行政助理 

職涯發展處
職涯輔導組 
行政助理

110.07.01  

楊勁毅 到職起薪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中心 
行政助理 

110.07.02  

楊勁毅 離職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中心 
行政助理 

 110.07.06  

陳競 到職起薪  圖書與會展館 
行政助理 11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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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科科科
  編製

((八八月月份份))人人事事動動態態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吳瑋特 離職 生物機電工程系 
教授  110.08.01  

溫子萱 離職 
研究總中心 
校務基金進用 
講師級研究員 

 110.08.01  

黃祖瀛 離職 
研究總中心 
校務基金進用 
講師級研究員 

 110.08.01  

金煒智 離職 
研究總中心 
校務基金進用 

助理教授級研究員 
 110.08.01  

陳智謀 離職 
研究總中心 
校務基金進用 

助理教授級研究員 
 110.08.01  

吳幸如 離職 森林系助理教授級校
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8.01  

江主惠 離職 植物醫學系副教授級
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8.01  

侯博倫 離職 木材科學系助理教授級
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8.01  

楊嘉恩 離職 體育室講師級校務基
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8.01  

陳柯玫 離職 社會工作系 
助理教授  110.08.01  

王俊傑 離職 
通識教育中心助理
教授級校務基金進用

教學人員 
 110.08.01  

段兆麟 延長服務 農企業管理系 
教授  110.08.01 延長服務期間：

110.08.01-111.07.31 

王貳瑞 延長服務 工業管理系 
教授  110.08.01 延長服務期間：

111.02.01-112.01.31 

熊京民 屆齡退休 機械工程系 
教授  110.08.01  

葉信平 屆齡退休 水產養殖系 
教授  1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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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1 製表

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張秀鑾 屆齡退休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教授  110.08.01  

王鐘和 屆齡退休 農園生產系 
教授  110.08.01  

余伍洲 屆齡退休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助理教授  110.08.01  

林耀堅 自願退休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教授  110.08.01  

劉子利 自願退休 休閒運動健康系 
副教授  110.08.01  

詹國靖 到職起薪 食品科學系 
助理教授  110.08.01  

侯博倫 到職起薪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助理教授  110.08.01  

鄧兆鈞 到職起薪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講師級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110.08.01  

吳幸如 到職起薪 森林系 
助理教授  110.08.01  

江主惠 到職起薪 植物醫學系 
副教授  110.08.01  

張嘉熒 到職起薪 科技農業學士學位
學程助理教授  110.08.01  

陳智謀 到職起薪 土木工程系 
助理教授  110.08.01  

吳庭育 到職起薪 資訊管理系 
教授  110.08.01  

廖曼利 到職起薪 景觀暨遊憩管理研
究所助理教授  110.08.01  

楊嘉恩 到職起薪 體育室 
講師  110.08.01  

林文琦 到職起薪 
獸醫學系 

講師級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110.08.01  

陳智勇 到職起薪 達人學院 
副教授  110.08.01  

謝昇憲 到職起薪 
達人學院 

助理教授級校務基
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8.01  

曹文昌 到職起薪 
機械工程系 

助理教授級校務基
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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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動態 原職單位/職稱 新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尤仁宏 到職起薪 
生物機電工程系
講師級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110.08.01  

鄭峰茂 到職起薪 
休閒運動健康系
講師級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110.08.01  

楊宗樺 到職起薪 
語言中心 

助理教授級校務基
金進用教學人員 

 110.08.01  

林語瑄 到職起薪 
研究總中心 

校務基金進用講師
級研究員 

 110.08.01  

林詩庭 離職 
學生事務處 
學生諮商中心 
輔導人員 

 110.08.13  

方崇仁 育嬰留職
停薪復職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辦事員  110.08.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