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主管名單 

行政單位主管   醫學院主管   工學院主管   管理學院主管   通識中心主管 

 
110.01.15 

  單位 職稱 主管姓名 

00A0 校長室 校長 包家駒 

00A0 校長室 副校長 陳君侃 

00A0 校長室 副校長 許光宏 

00AA 管理一組 代理組長 李宛儒 

00AB 管理二組 組長 楊鳳平 

00C0 企業文物館  館長 王光正 

00CW 企業文物館教育推廣組 組長 李怡禛 

00CW 企業文物館展覽研究組 組長 林雅萍 

0100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沈明雄 

0110 秘書室文宣組 組長 蘇詔勤 

0200 人事室  主任 黃恬儀 

0300 會計室  主任 張錫淇 

0400 資訊中心 主任 謝萬雲 

0410 資訊中心教學服務組 組長 吳宜真 

0420 資訊中心軟體系統組 組長 邱炯訓 

0430 資訊中心網路系統組 組長 黎明富 

0500 總務處 總務長 張文宏 

0520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黃麗庭 

0600 教務處  教務長 歐陽品 

0600 教務處 執行秘書 潘國貴 

0610 教務處註冊組 組長 陳惠茹 

0620 教務處課務組 組長 馬蘊華 

0630 教務處招生組 組長 黃麗秋 

0640 教務處推廣組 組長 張耀仁 

0650 教務處研教組 組長 吳治慶 

0660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陳光武 

0670 教務處語文中心 主任 楊吉林 

0680 教務處教學品保組 組長 張賢宗 

0700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陳英淙 

0700 學務處 執行祕書 蔡福源 

0710 學務處生輔組 組長 吳文宏 

0720 學務處課外組 組長 何金龍 

0740 學務處就僑組 組長 王埄彬 



0750 學務處衛保組 組長 蔡秀欣 

0790 學務處諮輔組 組長 胡正申 

07A0 學務處住宿組 代理組長 程朝杰 

07B0 學務處軍訓教學組 組長 朱展龍 

0900 技術合作處 技合長 陳敬勳 

0901 技術合作處 執行秘書 王永樑 

0910 技合處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謝宗勳 

0920 技合處技術移轉中心 主任 王永樑 

0930 技合處建教合作中心 主任 劉英傑 

0940 技合處技術產創中心 主任 李坤穆 

0800 圖書館  代理館長 王惠玄 

0800 圖書館讀者服務組 代理組長 游玉芬 

0800 圖書館技術服務組 代理組長 簡嘉君 

0A00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崔博翔 

0A00 研究發展處 執行祕書 趙一平 

0A10 研發處研究行政組 組長 蔡若梅 

0A20 研發處貴儀中心 主任 游佳融 

0A30 研發處顯微鏡中心 主任 白麗美 

0A40 研發處實驗動物中心 主任 歐陽品 

0D00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主任 賴朝松 

0D00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副主任 陳仁暉 

0D00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前瞻技術組 組長 陳仁暉 

0D00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技術推廣暨對外關係組 組長 魏一勤 

0D00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系統資源暨資訊安全組 組長 李季青 

0F00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主任 吳明忠 

0L00 健康資料研究服務中心 主任 張啟仁 

0P00 體育室  主任 葉秭翎 

0P01 體育室競賽活動組 組長 蘇懋坤 

0P02 體育室教學組  組長 彭馨潁 

0Q00 放射醫學研究院 院長 董傳中 

0Q00 放射醫學研究院 副院長 崔博翔 

0Q10 放射醫學研究院醫學物理研究中心 主任 趙自強 

0Q20 放射醫學研究院醫學影像研究中心 主任 翁駿程 

0Q30 放射醫學研究院輻射生物研究中心 主任 陳芳馨 

0T00 校務研究中心 主任 陳君侃 

0T00 校務研究中心 執行秘書 曾意儒 

0U00 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主任 余兆松 

0V00 國際事務處 主任 李健峰 

0V00 國際事務處 執行秘書 陳柏伃 

0V20 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 組長 鄧致剛 



0W00 健康老化研究中心 主任 吳菁宜 

0Z00 可靠度科學技術研究中心 主任 陳始明 

1000 醫學院  院長 楊智偉 

1000 醫學院  副院長 張雅如 

1100 醫學系  主任 謝明儒 

1100 醫學系  副主任 林蔚然 

1100 醫學系  副主任 張玉喆 

11N0 醫學系醫預科  主任 吳嘉霖 

11R0 人文社會醫學科  主任 張淑卿 

1200 護理學系(含研究所碩士班)  主任 蔡芸芳 

1300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含學、碩士班) 主任 沈家瑞 

1400 物理治療學系 (含學士班及復健科學碩、博士班)  主任 鄭智修 

1500 職能治療學系 (含學士班、行為科學碩士班)  主任 吳菁宜 

1600 
中醫學系(含學士班、天然藥物碩士班、 傳統中醫

學碩士班)  
主任 楊賢鴻 

1600 
中醫學系(含學士班、天然藥物碩士班、 傳統中醫

學碩士班)  
副主任 呂彥禮 

16N0 中醫醫預科  主任 游智勝 

1700 呼吸治療學系  主任 黃崇旂 

1800 生物醫學系  主任 洪麗滿 

1900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含學、碩士班) 主任 黃耀祥 

1A00 病理學科  主任 莊文郁 

1B00 解剖學科  主任 莊宏亨 

1C00 生化學科主任兼分子生物學科  主任 洪錦堂 

1D00 生理學科主任兼藥理學科  主任 王鴻利 

1F00 公共衛生學科主任兼寄生蟲學科  主任 王蓮成 

1J00 微生物及免疫學科  主任 陳怡原 

1L00 臨床醫學研究所  所長 黃祥富 

1N00 生物醫學研究所  所長 陳景宗 

1Q20 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林佩欣 

1R00 生物科技產業學位學程 主任 邱全芊 

1U00 顱顏口腔醫學研究所  所長 廖郁芳 

1X10 分子臨床免疫中心 主任 崔博翔 

1X20 新興病毒研究中心 主任 施信如 

1X40 臨床資訊與醫學統計研究中心 主任 張啟仁 

1Y00 早期療育研究所  所長 陳嘉玲 

2000 工學院  院長 賴朝松 

2000 工學院  副院長 石心怡 

2100 電機工程學系（含學、碩、博士班）  主任 蔡孟燦 

2200 機械工程學系（含學、碩、博士班）  主任 石心怡 



2300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含學、碩、博士班）  主任 邱方遒 

2700 電子工程學系（含學、碩、博士班）  主任 張睿達 

2A00 光電所 所長 楊家銘 

2D00 資訊工程學系（含學、碩、博士班）  主任 陳仁暉 

2E00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所長 蔡曉雯 

2G00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張賢宗 

2H20 奈米工程及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李健峰 

2R00 生醫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 蔡孟燦 

2S00 綠色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賴朝松 

3000 管理學院  院長 宮大川 

300B 管理學院深耕研究發展中心 主任 李怡禛 

3100 醫務管理學系（含學、碩士班）  主任 邱月暇 

3200 工商管理學系（含學、碩士班）  主任 李文義 

3300 工業設計學系（含學、碩士班）  主任 陳文誌 

3500 資訊管理學系（含學、碩士班）  主任 廖耕億 

3400 企業管理研究所  所長 萬書言 

3B00 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張恆瑜 

3G00 銀髮族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萬書言 

3820 智慧醫療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廖耕億 

3920 商管專業學院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執行長 詹錦宏 

5000 通識中心  主任 陳英淙 

5000 通識中心  副中心主任 胡正申 

5100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科 學科召集人 王光正 

5200 通識中心英文科 學科召集人 楊吉林 

5300 通識中心社會科 學科召集人 王光正 

5400 通識中心自然科 學科召集人 駱碧秀 

5A00 藝文中心 主任 周悅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