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兼學術行政單位主管人員名冊 

單 位 職 稱 兼 主 管 教 師 姓 名 職 級 初 兼 日 期 

學術副校長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顏昌瑞教授 103.8.1 

行政副校長 農企業管理系段兆麟教授 103.8.1 

教育副校長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陳瑞仁教授 107.3.20 

教務處教務長 休閒運動健康系馬上閔教授 106.2.1 

副教務長 材料工程研究所盧威華教授 106.2.1 

課務組組長 企業管理系趙雨潔助理教授 107.8.1 
(新任) 

綜合業務組組長 材料工程研究所盧威華教授 106.2.1 

進修教務組組長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植物醫學系林宜賢副教授 105.8.1 

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中心
主任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葉桂君教授 107.2.1 

副中心主任 休閒運動健康系馬上閔教授 107.2.1 

副中心主任 生物科技系陳又嘉教授 107.2.1 

副中心主任   

研究組組長 生物科技系胡紹揚副教授 107.3.1 

跨域教學組組長 植物醫學系林宜賢副教授 107.3.1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長 車輛工程系王耀男教授 107.8.1 
(新任) 

副學生事務長 食品科學系劉展冏副教授 107.8.1 
(新任)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休閒運動健康系吳柏翰副教授 105.8.1 

生活輔導組組長 工業管理系吳繼澄副教授 107.6.1 

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社會工作系張麗珠副教授 103.8.1 

健康促進諮商中心主
任 食品科學系劉展冏副教授 98.8.1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姜宜君助理教授 105.8.1 

軍訓室主任 工業管理系吳繼澄副教授 1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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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兼學術行政單位主管人員名冊 

單 位 職 稱 兼 主 管 教 師 姓 名 職 級 初 兼 日 期 

總務處總務長 車輛工程系張金龍教授 103.8.1 

副總務長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生物科技系陳又嘉教授 106.12.1 

副研發長 工業管理系黃祥熙教授 107.2.1 

研究推動組組長 生物科技系鄭雪玲教授 106.8.1 

技術合作組組長 獸醫學系林昭男教授 107.8.1 
(新任) 

產學合作中心主任 森林系吳羽婷助理教授 107.8.1 
(新任) 

貴重儀器中心主任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彭劭于助理教授 107.9.1 
(新任) 

技術移轉中心主任 工業管理系黃祥熙教授 107.2.1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獸醫學系林昭男教授 107.9.1 
(新任) 

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生物機電工程系李柏旻副教授 107.2.1 

副國際長   

教育組組長 語言中心李俊逸講師級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 106.8.1 

交流組組長 語言中心林經桓助理教授級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 106.8.1 

發展組組長 水產養殖系朱建宏助理教授級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107.8.9 
(新任) 

秘書室主任秘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葉桂君教授 103.8.1 

校務研究暨發展組 
組長 土木工程系蔡孟豪教授 107.8.1 

(新任) 

職涯發展處處長 企業管理系蔡展維副教授 106.2.1 

就業輔導組組長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陳秀足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106.2.1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水產養殖系張欽泉教授 107.2.1 

圖書與會展館館長 社會工作系趙善如教授 105.8.1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 生物科技系陳又嘉教授 107.2.1 

綜合組組長 材料工程研究所洪廷甫教授 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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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稱 兼 主 管 教 師 姓 名 職 級 初 兼 日 期 

研考組組長 材料工程研究所洪廷甫教授 107.3.1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 車輛工程系張金龍教授 103.8.1 

環境保護組組長   

安全衛生組組長   

語言中心中心主任 應用外語系王瀚陞副教授 106.3.1 

外語教學組組長   

語言檢定與設備組組
長   

華語文組組長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鍾宇翡助理
教授級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106.8.1 

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 企業管理系廖世義教授 103.8.1 

教學研究組組長 企業管理系許文西副教授 103.8.1 

系統管理組組長 生物機電工程系李文宗副教授 103.8.1 

網路管理組組長 吳哲一二等系統分析師 
(任務指派暫兼) 104.8.18 

推廣教育處處長 農企業管理系彭克仲教授 103.8.1 

副處長 農園生產系梁佑慎副教授 106.8.1 

教育組組長 農企業管理系林俊男助理教授 106.8.1 

服務組組長 農園生產系梁佑慎副教授 106.8.1 

體育室主任 體育室林秀卿副教授 103.8.1 

競賽活動組組長 體育室郭癸賓教授 103.8.1 

場地設備組組長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陳家祥助理
教授 107.6.16 

農學院院長 農園生產系陳福旗教授 106.8.1 

副院長 生物科技系施玟玲教授 106.8.1 

工學院院長 土木工程系丁澈士教授 102.8.1 

副院長 材料工程研究所李佳言教授 1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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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院長 資訊管理系劉書助教授 105.8.1 

副院長 資訊管理系蔡玉娟教授 105.8.1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羅希哲教授 105.8.1 

副院長 社會工作系王仕圖教授 106.2.1 

國際學院院長 車輛工程系梁茲程教授 105.1.18 

獸醫學院院長 獸醫學系陳石柱教授 103.8.1 

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 
主任 洪國翔教授 107.8.1 

(新任) 

生物科技系(所)主任 徐睿良教授 106.8.1 

農園生產系(所)主任 王鐘和教授 102.8.1 

食品科學系(所)主任 邱秋霞教授 106.8.1 

森林系(所)主任 王志強副教授 107.8.1 
(新任) 

水產養殖系(所)主任 曾美珍教授 107.2.1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所)主任 余祺副教授 106.8.1 

植物醫學系(所)主任 陳麗鈴副教授 106.2.1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所)主任 林芳銘教授 106.8.1 

食品生技碩士學位學程在
職專班主任 食品科學系陳與國副教授 106.2.1 

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所所長 吳明昌教授 106.8.1 

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農企業管理系彭克仲教授 107.8.1 

(新任) 

生物機電工程系(所)主任 李柏旻副教授 106.8.1 

材料工程研究所所長 李佳言教授 107.8.1 
(新任)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材料工程研究所李佳言教授 107.8.1 
(新任)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所)主任 郭文健教授 107.8.1 
(新任) 

機械工程系(所)主任 張莉毓教授 106.8.1 

 4 
107.8.29 製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兼學術行政單位主管人員名冊 

單 位 職 稱 兼 主 管 教 師 姓 名 職 級 初 兼 日 期 

土木工程系(所)主任 王裕民教授 102.8.1 

水土保持系(所)主任 陳天健教授 106.8.1 

車輛工程系(所)主任 楊榮華教授 106.8.1 

環境資源與防災學位學程
主任 土木工程系王裕民教授 102.8.1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所
長 森林系羅凱安副教授 105.8.1 

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 薛招治副教授 105.2.1 

農企業管理系(所)主任 黃文琪教授 106.8.1 

資訊管理系(所)主任 童曉儒教授 105.8.1 

工業管理系(所)主任 黃怡詔副教授 105.8.1 

企業管理系(所)主任 賴鳳儀副教授 105.8.1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所)主任 徐秀如教授 105.8.1 

餐旅管理系(所)主任 張慧珍副教授 107.2.1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洪仁杰教授 105.2.1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所
長 鍾鳯嬌教授 107.2.1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所長 鄭春發副教授 107.8.1 
(新任) 

社會工作系(所)主任 何華欽教授 105.8.1 

應用外語系(所)主任 鍾儀芳副教授 106.3.1 

休閒運動健康系(所)主任 蘇蕙芬副教授 106.2.1 

幼兒保育系(所)主任 許衷源副教授 107.2.1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鍾鳯嬌教授 107.2.1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王國安副教授 107.8.1 
(新任)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所)
主任 鄭達智教授 105.8.1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主任 食品科學系郭嘉信副教授 1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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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與水工程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主任 土木工程系王裕民教授 102.8.1 

農企業管理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主任 農企業管理系黃文琪教授 104.8.1 

觀賞魚科技及水生動物健
康國際學位專班 專班主任  獸醫學系陳石柱教授 105.8.1 

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 
專班主任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鄭力廷副教授 105.8.1 

獸醫學系(所)主任 連一洋教授 105.8.1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所長 柯冠銘副教授 106.8.1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所長 蘇秀慧副教授 107.8.1 
(新任) 

農場主任 農園生產系王鐘和教授 102.8.1 

林場主任 森林系王志強副教授 107.8.1 
(新任) 

畜牧場主任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沈朋志教授 101.8.1 

園藝場主任 農園生產系王鐘和教授 102.8.1 

水產養殖場主任 水產養殖系曾美珍教授 107.2.1 

獸醫教學醫院院長 獸醫學系劉世賢副教授 106.8.1 

食品加工廠主任 食品科學系邱秋霞教授 106.8.1 

木材加工廠主任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林芳銘教授 106.8.1 

機械工廠主任 機械工程系張莉毓教授 106.8.1 

車輛工廠主任 車輛工程系楊榮華教授 106.8.1 

農業機械訓練中心主任 生物機電工程系李柏旻副教授 106.8.1 

農機具陳列館主任 生物機電工程系謝清祿副教授 105.8.1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主任 獸醫學系邱明堂教授 106.8.1 

水工實驗場主任 土木工程系王裕民教授 102.8.1 

幼兒園園長 黃琴心幼教師 105.2.1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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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新設成立「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先於 107年 2月 1日設置籌
備處。 

2.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觀賞魚科技國際學位專班」更名為「觀賞魚科技及水生動物
健康國際學位專班」。 

3.依教育部 97 年 09 月 09 日台高（一）字第 0970158519 號函釋，「一、國立大學以校務
基金自籌經費遴聘之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其聘約若為專任職務契約，應屬學校之專
任人員，若符合大學法第 13 條、第 14 條及學校組織規程所訂之職級條件者，依法具
兼任學校學術或行政主管之資格；惟該等人員兼任主管職務相關事宜應於學校組織規
程定之，並於契約內明訂其權利義務。二、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主管工作之加給
項目，由學校以「主管加給」之外名目自訂，並由校務基金 5 項自籌及學雜費收入經
費依規定支給。」為擴大校長彈性選用行政二級主管人選，爰依教育部上開函釋修正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至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一條規定，明訂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
行政單位二級主管、學術研究中心二級主管及附設單位主任，得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
教師或同職級以上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兼任；另關於行政單位副主管以
上主管及學術單位主管，仍不宜由編制外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或研究人員兼任，
併此敘明。 

4.藍色粗體字代表一級行政或學術單位，綠色字代表資料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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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107學年度第1學期新設成立「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先於107年2月1日設置籌備處。
	2.107學年度第1學期起「觀賞魚科技國際學位專班」更名為「觀賞魚科技及水生動物健康國際學位專班」。
	3.依教育部97年09月09日台高（一）字第0970158519號函釋，「一、國立大學以校務基金自籌經費遴聘之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其聘約若為專任職務契約，應屬學校之專任人員，若符合大學法第13條、第14條及學校組織規程所訂之職級條件者，依法具兼任學校學術或行政主管之資格；惟該等人員兼任主管職務相關事宜應於學校組織規程定之，並於契約內明訂其權利義務。二、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主管工作之加給項目，由學校以「主管加給」之外名目自訂，並由校務基金5項自籌及學雜費收入經費依規定支給。」為擴大校長彈性選用行政二級主管人選，爰依教育部上開函釋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至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一條規定，明訂自107年2月1日起行政單位二級主管、學術研究中心二級主管及附設單位主任，得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同職級以上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兼任；另關於行政單位副主管以上主管及學術單位主管，仍不宜由編制外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或研究人員兼任，併此敘明。
	4.藍色粗體字代表一級行政或學術單位，綠色字代表資料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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