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類別

1 校長室 蘇慧貞 校長 當然代表

2 副校長室 蘇芳慶 副校長 當然代表

3 副校長室 陳玉女 副校長 當然代表

4/A32 副校長室 李俊璋 副校長 當然代表

5 秘書室 呂佩融 主任秘書 當然代表

6 教務處 蔡群立 教務長 當然代表

7 學務處 林麗娟 學生事務長 當然代表

8 總務處 姚昭智 總務長 當然代表

9 研發處 林財富 研發長 當然代表

10 國際事務處 王筱雯 國際長 當然代表

11 外文系 高實玫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12 中文系 黃聖松 教授兼系主任 學術與行政主管

13/A6 外文系 賴俊雄 教授 教師代表

14 歷史系 翁嘉聲 教授 教師代表

15 臺文系 李承機 副教授 教師代表

16 藝術所 楊金峯 副教授 教師代表

17 考古所 熊仲卿 助理教授 教師代表

18 物理系 蔡錦俊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19 數學系 許瑞麟 教授 教師代表

20 物理系 陳則銘 教授 教師代表

21 化學系 林弘萍 教授 教師代表

22 地科系 陳燕華 教授 教師代表

23 光電系 黃志嘉 教授兼核心設施中心組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24 電漿所 談永頤 教授 教師代表

25 物理系 陳宜君 教授 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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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科系 林建宏 教授兼副國際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27 數學系 吳恭儉 教授 教師代表

28 水利系 詹錢登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29 機械 李永春 教授兼核心設施中心主任 學術與行政主管

30 機械 羅裕龍 教授 教師代表

31 機械 劉彥辰
教授兼產創中心

業務組組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32/A26 化工系 林睿哲 教授 教師代表

33 化工系 張鑑祥 教授 教師代表

34 化工系 許梅娟 教授 教師代表

35 資源系 謝秉志 教授 教師代表

36/A5 材料系 黃肇瑞 教授 教師代表

37 材料系 林光隆 教授 教師代表

38/A19 土木系 陳東陽 教授 教師代表

39 土木系 王雲哲 教授 教師代表

40 水利系 董東璟 教授 教師代表

41 海事所 陳璋玲 教授 教師代表

42 工科系 賴槿峰 教授 教師代表

43 工科系 陳蓉珊 副教授 教師代表

44 系統系 楊澤民 教授 教師代表

45 測量系 楊名 教授 教師代表

46 環工系 蔡俊鴻 教授 教師代表

47 航太系 胡潛濱 教授 教師代表

48 航太系 鄭金祥 教授 教師代表

49 醫工系 鄭國順 教授 教師代表

50 電機系 詹寶珠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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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電機系 楊家輝 教授 教師代表

52/A8 電機系 黃正亮 教授 教師代表

53 電機系 黃世杰 教授 教師代表

54 電機系 吳謂勝 教授 教師代表

55 電機系 李祖聖 教授 教師代表

56 資工系 吳宗憲 教授 教師代表

57/A21 資工系 蔣榮先 教授 教師代表

58 資工系 黃崇明 教授 教師代表

59 工設系 陳建旭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60 建築系 張  珩 教授 教師代表

61 都計系 林漢良 副教授 教師代表

62 創產所 卓彥廷 副教授 教師代表

63 工資管系 黃宇翔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64 工資管系 謝中奇 教授 教師代表

65 交管系 陳文字 教授 教師代表

66 企管系 方世杰 教授 教師代表

67 會計系 黃炳勳 教授 教師代表

68 統計系 王義富 助理教授 教師代表

69 國經所 楊曉瑩 副教授 教師代表

70 臨醫所 沈延盛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71 外科學科 李經維 教授兼附醫代理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72/A38 藥理科所 簡伯武 教授 教師代表

73 解剖科所 郭余民 教授 教師代表

74 生理科所 楊尚訓 教授兼動物中心主任 學術與行政主管

75/A2 生理科所 湯銘哲 教授 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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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藥理科所 張雋曦 教授 教師代表

77/A3 護理系 徐畢卿 教授 教師代表

78 健康照護所 黃英修 教授 教師代表

79 健康照護所 翁慧卿 教授兼所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80 醫技系 楊孔嘉 教授 教師代表

81 護理系 柯乃熒 教授 教師代表

82 臨醫所 謝奇璋 教授 教師代表

83 外科學科 謝式洲 教授兼系主任 學術與行政主管

84 神經學科 林志勝 副教授 教師代表

85 內科學科 陳炯瑜 副教授 教師代表

86 精神學科 陳高欽 副教授 教師代表

87 內科學科 陳柏齡 教授 教師代表

88 骨科學科 蘇維仁 教授 教師代表

89 外科學科 曾堯麟 教授 教師代表

90 家庭醫學科 吳晉祥 教授 教師代表

91 腫瘤學科 顏家瑞 教授 教師代表

92 心理系 蕭富仁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93 教育所 楊雅婷 教授 教師代表

94 政治系 陳欣之 教授 教師代表

95 法律系 葉婉如 副教授 教師代表

96 經濟系 胡政成 教授 教師代表

97 生科產業系 王育民 教授兼院長 學術與行政主管

98 生命科學系 李亞夫 教授 教師代表

99 生科產業系 郭瑋君 副教授 教師代表

100 熱植所 蔡文杰 教授 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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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體育室 涂國誠 副教授 教師代表

102 體育室 李劍如 副教授 教師代表

103 軍訓室 郭蘋萱 中校教官 教師代表

104
全校不分系學

士學位學程
黃仲菁 助理教授 教師代表

105 工程科學系 黃悅民 教授 教師組織代表

106 航太系 鍾光民 研究員 研究人員代表

107 秘書室法制組 謝漢東 簡任秘書 職員代表

108 秘書室行政組 趙婉玲 簡任秘書 職員代表

109 秘書室法制組 秦冠璋 行政專員 校聘人員代表

110 學務處心輔組 曹玫蓉 助教 助教代表

111 總務處事務組 王凱弘 技工 工友代表

112 政治113 黃康齊 政治113 學生會長

113 外文113 吳秉育 外文113 大學部代表

114 電機112 黃崧峰 電機112 大學部代表

115 數學114 蘇晰㻶 數學114 大學部代表

116 法律113 方主文 法律113 大學部代表

117 電機113 邱胤瑋 電機113 大學部代表

118 法律113 余同斌 法律113 大學部代表

119 歷史系博四 李新元 歷史系博四 研究生代表

120 考古所碩二 林姸均 考古所碩二 研究生代表

121 心理系博一 鄭民輝 心理系博一 研究生代表

122 電機所碩二 謝旻恩 電機所碩二 研究生代表

123 考古所碩二 呂岱嶧 考古所碩二 研究生代表

124 交管所碩二 劉肯廸 交管所碩二 研究生代表

A1 工管系 高  強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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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5 生理所 湯銘哲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77 護理系 徐畢卿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4 電機系 謝錫堃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5/36 材料系 黃肇瑞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6/13 外文系 賴俊雄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7 醫學系 林啟禎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8/52 電機系 黃正亮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9 工科系 楊瑞珍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0 環工系 王鴻博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1 機械系 蔡明祺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2 工資管系 利德江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3 電機系 曾永華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4 教育所 陸偉明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5 數學系 柯文峰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6 化學系 蕭世裕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7 法律系 許育典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8 系統系 黃正弘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19/38 土木系 陳東陽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0 歷史系 王健文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1/57 資訊系 蔣榮先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2 系統系 陳政宏 副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3 生科系 蔣鎮宇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4 建築系 簡聖芬 副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5 材料系 陳引幹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6/32 化工系 林睿哲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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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政治系 洪敬富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8 資工系 謝孫源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29 電機系 李文熙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0 考古所 劉益昌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1 醫工系 張志涵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2/4 環醫所 李俊璋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3 通識中心 林從一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4 機械系 陳寒濤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5 電機系 許渭州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6 建築系 鄭泰昇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7 化學系 陳淑慧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8/72 藥理學科 簡伯武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A39 藥理學科 沈孟儒 教授 校務研究委員

B01 財務處 劉裕宏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2
產學創新總中

心
莊偉哲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3 計網中心 陳培殷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4 藝術中心 馬敏元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5 環安衛中心 黃良銘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6 圖書館 王涵青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7 博物館 吳秉聲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8 水工所 蕭士俊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09 通識中心 王秀雲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10 生科中心 陳宗嶽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11 人社中心 游素玲 教授 一級主管列席

B12 人事室 任明坤 主任 一級主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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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主計室 王明洲 主任 一級主管列席

B14 法律系 王效文 教授 法律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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