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任日期 本職一級單位 本職單位 本職職稱 備註

教務處 教務長 丁詩同 1080108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汪詩珮 1100111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教授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李百祺 108010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長 袁孝維 10902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教授

圖書館 館長 陳光華 1050801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主任 莊永裕 110080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 主任 丁詩同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教務長

共同教育中心體育室 主任 連玉輝 1100801 共同教育中心 體育室 教授
同時兼任共同教育中心國際體育運

動事務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共同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董桂書 1110801 生命科學院 副教授 新任
同時兼任生命科學院分子與細胞生

物學研究所所長

共同教育中心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蔡政安 110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學系 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運動設施與健康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林信甫 1110801 共同教育中心 體育室 教授

共同教育中心國際體育運動事務

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連玉輝 1110801 共同教育中心 體育室 教授 同時兼任共同教育中心體育室主任

國際學院全球農業科技與基因體

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王淑珍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學系 教授

國際學院生物多樣性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
主任 丁照棣 1100801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教授

國際學院智慧醫療與健康資訊碩

士學位學程
主任 林亮宇 1110801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教授

創新設計學院創新領域學士學位

學程
主任 朱士維 1101201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教授

進修推廣學院 院長 謝明慧 1090901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教授

進修推廣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
主任 孔令傑 1110801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進修推廣學院事業經營法務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
主任 謝煜偉 1110801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教授

進修推廣學院生物科技管理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
主任 李心予 1060801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教授

文學院 院長 黃慕萱 1060801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系主任 劉正忠 1110801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文學院華語教學碩士學位

學程

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 楊明蒼 1111001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文學院歷史學系 系主任 李文良 1090801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教授

文學院哲學系 系主任 林明照 1090801 文學院 哲學系 教授

文學院人類學系 系主任 陳瑪玲 1090801 文學院 人類學系 教授

文學院圖書資訊學系 系主任 張郁蔚 1110801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系主任 林慧君 1090801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教授

文學院戲劇學系 系主任 謝筱玫 1070801 文學院 戲劇學系 副教授

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 所長 盧慧紋 1090801 文學院 藝術史研究所 副教授

文學院語言學研究所 所長 呂佳蓉 1100801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副教授

文學院音樂學研究所 所長 山內文登 1090323 文學院 音樂學研究所 教授

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 所長 張文薰 1090801 文學院 臺灣文學研究所 副教授

文學院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劉正忠 1110801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

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楊明蒼 1111001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系主

任

理學院 院長 吳俊傑 1080801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教授

理學院數學系 系主任 余正道 1110801 理學院 數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理學院應用數學科學研究

所

理學院物理學系 系主任 張寶棣 1080801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理學院天文物理研究所所

長、理學院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所長

理學院化學系 系主任 陳振中 1110801 理學院 化學系 教授

理學院地質科學系 系主任 劉雅瑄 1090801 理學院 地質科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理學院地球系統科學國際

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理學院心理學系 系主任 周泰立 1080801 理學院 心理學系 教授

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系主任 黃誌川 1100801 理學院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授

理學院大氣科學系 系主任 游政谷 1100801 理學院 大氣科學系 教授

理學院海洋研究所 所長 謝志豪 1090801 理學院 海洋研究所 教授

理學院天文物理研究所 所長 張寶棣 1080801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理學院物理學系系主任、

理學院應用物理學研究所所長

理學院應用物理學研究所 所長 張寶棣 1080801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理學院物理學系系主任、

理學院天文物理研究所所長

理學院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 所長 余正道 1110801 理學院 數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理學院數學系

理學院統計與數據科學研究所 所長 丘政民 1110801 理學院 數學系 教授

理學院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

學位學程
主任 簡旭伸 1090801 理學院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授

理學院地球系統科學國際研究生

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劉雅瑄 1100801 理學院 地質科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理學院地質科學系系主任

社會科學院 院長 蘇宏達 1100801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教授

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系主任 張登及 1100801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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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 系主任 王道一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教授

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系主任 林國明 1060401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教授

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系主任 吳慧菁 1090801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所長 劉靜怡 1110801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 教授

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所長 洪貞玲 1100801 社會科學院 新聞研究所 教授

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 所長 王宏文 1110801 社會科學院 公共事務研究所 教授

醫學院 院長 倪衍玄 1080801 醫學院 醫學系小兒科 教授

醫學院醫學系 系主任 盛望徽 1090206 醫學院 醫學系 教授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院牙醫學系 系主任 郭彥彬 1061227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

院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教授

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藥學系 系主任 沈麗娟 1060201
醫學院藥學專業學

院
臨床藥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院長

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系主任 俞松良 1100801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醫學院護理學系 系主任 胡文郁 1060801 醫學院 護理學系 教授

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系主任 王淑芬 1080801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教授

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系主任 薛漪平 1080801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教授

醫學院學士後護理學系 系主任 高碧霞 1080801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副教授

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

所
所長 陳玉怜 1070801 醫學院

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

科
教授

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所長 周祖述 1100801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醫學院轉譯醫學博士學位

學程主任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院臨床牙醫學

研究所
所長 張博鈞 1100801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

院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 教授

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 所長 劉秉慧 1070801 醫學院 毒理學研究所 教授

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所長 潘俊良 1080801 醫學院 分子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醫學院免疫學研究所 所長 徐立中 1110801 醫學院 分子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院口腔生物科

學研究所
所長 鄭世榮 1100801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

院
牙醫學系 教授

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臨床藥學研

究所
所長 蕭斐元 1070801

醫學院藥學專業學

院
臨床藥學研究所 副教授

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 所長 葉坤輝 1100801 教授

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

所
所長 陳沛隆 1080801 醫學院 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所長 王培育 1110801 醫學院 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教授

醫學院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

所
所長 駱遠 1100801 醫學院 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教授

醫學院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周祖述 1100801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所

長

醫學院國際三校農業生技與健康

醫療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沈湯龍 110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植物病

理與微生物學系主任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院 院長 林立德 1060801
醫學院牙醫專業學

院
牙醫學系 教授

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院長 沈麗娟 1060201
醫學院藥學專業學

院
臨床藥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藥學

系系主任

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

究所
所長 李明學 1070801 醫學院

醫學系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

學科
教授

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 主任 李宗玄 1070801 醫學院 醫學系生理學科 教授

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 所長 蔡錦華 1060801 醫學院 醫學系微生物學科 教授

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主任 林泰元 1110301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教授

醫學院病理學研究所 所長 鄭永銘 1070801 醫學院 醫學系病理學科 教授

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 所長 翁德怡 1090801 醫學院 醫學系法醫學科 副教授

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

所
所長 陳慧玲 1090801 醫學院

醫學系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

學科
教授

工學院 院長 陳文章 106080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系主任 葛宇甯 1110801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系主任 林沛群 1090801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工學院化學工程學系 系主任 廖英志 111080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工學院綠色永續材料與精

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主任、工學院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

學程主任

工學院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系主任 丁肇隆 1100801 工學院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教授

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 蔡豐羽 1110801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授

工學院醫學工程學系 系主任 呂東武 1090801 工學院 醫學工程學系 教授

工學院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 席行正 1110801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 所長 陳國慶 1100801 工學院 應用力學研究所 教授

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所長 陳良治 1090801 工學院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副教授

工學院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 洪一薰 1080801 工學院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副教授

工學院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

所
所長 鄭如忠 1090801 工學院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工學院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

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廖英志 111080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工學院化學工程學系主

任、工學院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

生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工學院分子科學與技術國際研究

生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陳俊維 1061115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授



工學院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

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廖英志 111080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工學院化學工程學系主

任、工學院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

件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長 盧虎生 106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藝學系 系主任 劉力瑜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藝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環境系統

工程學系
系主任 余化龍 110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化學系 系主任 許正一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植物病理與微

生物學系
系主任 沈湯龍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醫學院國際三校農業生技

與健康醫療碩士學位學程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動物科學技術

學系
系主任 陳億乘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

源學系
系主任 丁宗蘇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 系主任 張宏浩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園藝暨景觀學

系
系主任 葉德銘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業學院

獸醫學系
系主任 張芳嘉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專業學院
獸醫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

業學院院長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業學院 院長 張芳嘉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專業學院
獸醫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

業學院獸醫學系主任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

暨發展學系
系主任 黃麗君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系主任 廖國基 110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昆蟲學系 系主任 許如君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昆蟲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食品科技研究

所
所長 潘敏雄 107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食品科技研究所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科技研究

所
所長 蔡孟勳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所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業學院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所長 林中天 109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專業學院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業學院

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代理所長 葉光勝 111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專業學院
獸醫學系 教授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植物醫學碩士

學位學程
主任 蕭旭峰 1080801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昆蟲學系 教授

管理學院 院長 胡星陽 1080801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系主任 陸洛 1110801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管理學院商學研究所所長

管理學院會計學系 系主任 劉順仁 1070801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教授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系主任 王衍智 1110801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系主任 連勇智 1080801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教授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系主任 陳建錦 1090801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管理學院商學研究所 所長 陸洛 1110801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主

任

公共衛生學院 院長 鄭守夏 109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系主任 郭柏秀 111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

究所
所長 鄭雅文 111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
所長 杜裕康 106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

學研究所
所長 張書森 110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與職業健康科

學研究所
所長 吳章甫 108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學位

學程
主任 黃耀輝 109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碩士學位

學程
主任 林先和 108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博

士學位學程

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博士學位

學程
主任 林先和 109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碩

士學位學程

公共衛生學院食品安全與健康研

究所
所長 陳家揚 1070801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張耀文 10708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代理系主任 魏宏宇 11108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洪士灝 109080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 吳育任 1110801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 周錫增 11008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 江介宏 11108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資訊網路與多媒體

研究所
所長 鄭卜壬 1110801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生醫電子與資訊學

研究所
所長 林致廷 11008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資料科學學位學程 主任 謝宏昀 11108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法律學院 院長 王皇玉 1110801 法律學院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容法律學系主任

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系主任 王皇玉 1110801 法律學院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容法律學院院長

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所長 吳從周 1110801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教授

生命科學院 院長 鄭石通 1060201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生科院基因體與系統生物

學學位學程主任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系主任 黃偉邦 1060801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教授

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 系主任 李昆達 1110801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教授

生命科學院植物科學研究所 所長 鄭秋萍 1110801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教授

生命科學院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

究所
所長 董桂書 1090801 生命科學院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副教授

同時兼任共同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主任

生命科學院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
所長 胡哲明 1070801 生命科學院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教授

生命科學院漁業科學研究所 所長 韓玉山 1070801 生命科學院 漁業科學研究所 教授

生命科學院生化科學研究所 所長 冀宏源 1090801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 教授

生命科學院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

學位學程
主任 鄭石通 1060209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生科院院長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院長 闕志達 1101202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積體電路設計

與自動化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黃俊郎 11102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積體電

路設計與自動化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積體電路設計

與自動化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黃俊郎 11102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積體電

路設計與自動化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元件材料與異

質整合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吳肇欣 11102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元件材

料與異質整合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元件材料與異

質整合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吳肇欣 1110201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同時兼任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元件材

料與異質整合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奈米工程與科

學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邱雅萍 1110201 理學院 應用物理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奈米工程與科學博士學位

學程主任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奈米工程與科

學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邱雅萍 1110201 理學院 應用物理學研究所 教授

同時兼任奈米工程與科學碩士學位

學程主任

學生會 會長 孫語謙 111學年度

學生代表大會 議長 蔡朝翔 111學年度

研究生協會 會長 許冠澤 111學年度

文學院學生會 會長 吳雨靜 111學年度

理學院學生會 會長 王家康 111學年度

社會科學院學生會 會長 許瑜倢 111學年度

醫學院學生會 會長 戴挺宇 111學年度

工學院學生會 會長 徐晢瑋 111學年度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學生會 會長 柯至家 111學年度

管理學院學生會 會長 柯宥圻 111學年度

公共衛生學院學生會 會長 鄧禮頡 111學年度

電機資訊學院學生會 會長 熊宗恬 111學年度

法律學院學生會 會長 許歆 111學年度

生命科學院學生會 會長 林伽定 111學年度

進修推廣學院學生會 會長 楊孝妤 111學年度

應出席人數計184人，扣除重複兼任23職，共計161人。提案應至少20分之1以上之出席代表連署，須達8.0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