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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職級/稱謂 單位（職稱） 姓名 職級/稱謂 
校長 郭承亮 教授 專門委員 彭淑鈞 女士 
副校長 孫建平 副教授級 人事室組長 廖萱蓉 助理教授 
副校長 石大明 副教授 會計室一組組長 陳霈綺(代) 女士 
副校長 郭鐘達 副教授 會計室二組組長(110.07.01 聘任) 姜佳瑗 助理教授 
主任秘書 傅彥凱 副教授 雲林分部產學合作暨推廣教育組組長 李定宇 助理教授 
教務長(110.02.17 聘任) 李宗霖 教授 雲林分部總務行政組組長 謝委志 先生 
學生事務長(110.02.17 聘任) 郭鐘達 副教授 雲林分部綜合業務組組長 張育奇 講師 
總務長 杜弘文 先生 雲林分部生物資源暨農業組組長 董盛璋 先生 
研發長 劉竹峯 副教授 雲林分部教學實習組組長 張育奇 講師 
人事室主任 汪昱(代) 講師 國際合作中心組長 陳國明 先生 
會計室主任 呂學銓 講師 環境安全中心環境安全組組長(110.02.17 聘任) 陳賢宗(代) 先生 
新竹分部主任 石大明 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組長(110.02.17 聘任) 祝心怡 講師 
進修推廣部主任 邱華凱 副教授 研發處技研服務組組長 陳永承 講師 
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邱華凱 副教授 研發處實習設備組組長 孫建明 先生 
雲林分部主任 郭鐘達 副教授 研發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組長 陳永承 講師 
圖書暨資訊中心中心主任 孫建仁 先生 圖書暨資訊中心網路系統組組長 張光華 先生 
體育室主任(110.02.17 聘任) 林順萍(代) 講師 圖書暨資訊中心資訊圖書組組長 何定禧 女士 
國際合作中心中心主任 孫建仁 先生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陳依婷 助理教授 
航空維修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蘇盛竹 副教授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藍冠麟 助理教授 
環境安全中心中心主任 杜弘文 先生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藍冠麟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110.02.17 聘任) 徐慧霞 副教授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潘欣瑩 先生 
工程學院院長 温東成 教授 教務處語言訓練中心主任 楊聖心 講師 
商管學院院長 廖錦農 教授 學務處軍訓室主任(110.02.17 聘任) 郭鐘達 副教授 
健康科技學院院長 鍾竺均 教授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 余元培 講師 
航空學院院長 李為民 教授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吳建隆 先生 
機械工程系主任 吳正鵬 副教授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組長 羅鈺琁 助理教授 
電子工程系主任 陳俊勝 副教授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何明因 助理教授 

電機工程系主任 陳俊勝 副教授 總務處文書組組長 曾渝瑶(代) 女士 
遊戲系統創新設計系主任 謝宗煌 副教授 總務處保管組組長 林順萍 講師 
建築系主任 謝宗榮 副教授 總務處營建修繕組組長 陳賢宗(代) 先生 
土木工程系主任 謝宗榮 副教授 總務處出納組組長 張麗玲 女士 
資訊工程系主任 温東成 教授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陳敏忠 先生 
企業管理系主任(110.02.01 聘任) 孫建平 副教授級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組組長 陳國明 先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主任(110.02.01 聘任) 廖錦農 教授 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 李柏堅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系主任 孫建平 副教授級 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組長 李柏堅 助理教授 
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主任 陳清敏 副教授級 進修學院教務組組長 李柏堅 助理教授 
財務金融系主任 廖錦農 教授 進修學院學生事務組組長 李柏堅 助理教授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主任 廖錦農 教授 新竹分部教務組組長(110.07.01 聘任) 姜佳瑗 助理教授 
生物科技系主任 鍾竺均 教授 新竹分部學務組組長(110.07.01 聘任) 姜佳瑗 助理教授 
食品科學系主任(110.02.01 聘任) 林娟娟 副教授 新竹分部總務組組長 蔡文景 女士 
餐飲管理系主任 邱華凱 副教授 航空維修教育中心副主任(110.02.01 聘任) 陸以國 講師 
航空機械系主任 呂學育 副教授 企業管理系副主任 洪志評 助理教授 
航空電子系主任 石大明 副教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主任(110.02.01 聘任) 胡惟喻 助理教授 
航空服務管理系主任 傅彥凱 副教授 資訊管理系副主任 洪志評 助理教授 
觀光事業系主任(110.02.01 聘任) 邱華凱 副教授 生物科技系副主任 胡寶元 助理教授 
   食品科學系副主任(110.02.01 聘任) 莊朝琪 助理教授 
   餐飲管理系副主任(110.02.01 聘任) 何學庸 助理教授 
   航空機械系副主任 賴東佑 助理教授 
   航空服務管理系副主任 戚令宜 講師 
   觀光事業系副主任 何學庸 助理教授 
   工程學院院秘書 洪榮泰 助理教授 
   商管學院院秘書 涂翠賡 助理教授 
   健康科技學院院秘書 鄭秋玉 助理教授 
   航空學院院秘書 何明輝 約聘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