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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 107 學年度校長續任行使同意權人參考名冊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規定：「(第 2 項)校長擬續任者，…。以不

記名投票方式進行續任同意投票，須有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

二分之一以上投票，得投票總數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票為

通過。…。(第 3 項)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不含借調、全

職進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 (含研究人員)。」第 43 條之

1 規定：「本規程所稱教師係指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金聘任

之專任專案教師。」 

二、截至 107 年 10 月 24 日，於本校支薪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

究人員)及校務基金聘任之專任專案教師共 760 人，不含借調、

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名單如下： 
 

文學院（共 76 人） 

文學院（1人） 

黃惠瑜專案講師    

 

中國文學系（23 人） 

尤雅姿教授 林淑貞教授 林清源教授 陳欽忠教授 

韓碧琴教授 林仁昱副教授 祁立峰副教授 周玟觀副教授 

解昆樺副教授 林文彬副教授 蔡妙真副教授 羅秀美副教授 

黃東陽副教授 丘彥遂助理教授 陳建源助理教授 蕭振聲助理教授 

蕭涵珍助理教授 張俐盈助理教授 趙家琦助理教授 余佳韻助理教授 

石美玲講師 黃慧鳳專案助理教授 陳鍾琇專案助理教授  

 

外國語文學系（25 人） 

張玉芳教授 貝格泰教授 阮秀莉教授 陳淑卿教授 

朱崇儀教授 李順興教授 鄭朱雀教授 周幸君副教授 

陳春美副教授 周廷戎副教授 吳黌銘副教授 林建光副教授 

劉鳳芯副教授 施以明副教授 蔡碧玲副教授 蔡淑惠副教授 

吳佩如助理教授 謝心怡助理教授 宋維科助理教授 強勇傑助理教授 

何泰鈞助理教授 陳安頎助理教授 張持正講師 吳夏暄講師 

曹麗莎講師    

 

歷史學系（17 人） 

林正珍教授 宋德喜教授 陳靜瑜教授 李君山副教授 

吳政憲副教授 林志龍副教授 陳樂元副教授 李毓嵐副教授 

蔡宗憲副教授 劉瑞寬副教授 王仁祥助理教授 游博清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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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逸飛助理教授 范姜士璁助理教授 沈玉慧助理教授 侯嘉星助理教授 

黃純怡講師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3人） 

蘇小鳳教授 宋慧筠副教授 郭俊桔助理教授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7人） 

朱惠足教授 李育霖教授 邱貴芬教授 陳國偉副教授 

高嘉勵副教授 詹閔旭助理教授 施開揚助理教授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共 188 人） 

農藝學系（13 人） 

古新梅教授 蔣國司教授 鄭雅銘教授 王强生教授 

陳宗禮教授 王慶裕教授 郭寶錚教授 楊靜瑩副教授 

許奕婷助理教授 鄧資新助理教授 歐尚靈助理教授 陳建德助理教授 

高崇峰助理教授    

 

園藝學系（13 人） 

張正教授 吳振發教授 林慧玲教授 宋妤教授 

曾夢蛟教授 劉東啟副教授 張哲嘉副教授 黃三光副教授 

陳京城助理教授 陳彥銘助理教授 潘怡君助理教授 陳錦木助理教授 

凃宏明助理教授    

 

森林學系（18 人） 

曾喜育教授 顏添明教授 劉瓊霦教授 吳志鴻教授 

李文昭教授 黃凱易教授 盧崑宗教授 王升陽教授 

柳婉郁教授 彭元興教授 楊德新副教授 曾彥學副教授 

吳耿東副教授 廖天賜副教授 孫英玄助理教授 陳奕君助理教授 

楊登鈞助理教授 陳相伶助理教授   

 

應用經濟學系（13 人） 

曾偉君教授 張嘉玲教授 黃琮琪教授 萬鍾汶教授 

鄭蕙燕教授 黃炳文教授 廖述誼副教授 張國益副教授 

施麗玉副教授 簡立賢副教授 楊育誠助理教授 陳韻如助理教授 

胡吳岳助理教授    

 

植物病理學系（14 人） 

李敏惠教授 陳煜焜教授 張碧芳教授 詹富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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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文鑫教授 葉錫東教授 黃振文教授 鍾光仁教授 

鄧文玲副教授 陳珮臻副教授 陳啟予副教授 黃姿碧副教授 

王智立副教授 朱家慶助理教授   

 

昆蟲學系（15 人） 

戴淑美教授 唐立正教授 郭美華教授 杜武俊教授 

楊曼妙教授 段淑人教授 葉文斌教授 楊正澤教授 

路光暉教授 黃紹毅教授 陳美娥副教授 李後鋒副教授 

莊益源助理教授 梁國汶助理教授 吳明城助理教授  

 

動物科學系（13 人） 

唐品琦教授 陳洵一教授 譚發瑞教授 黃三元教授 

林亮全教授 劉登城教授 陳志峰教授 李滋泰教授 

江信毅副教授 陳彥伯助理教授 王建鎧助理教授 黃秀琳助理教授 

辛坤鎰助理教授    

 

土壤環境科學系（13 人） 

彭宗仁教授 林耀東教授 譚鎮中教授 申雍教授 

張家銘教授 鄒裕民教授 沈佛亭副教授 黃政華副教授 

賴鴻裕副教授 陳鴻基助理教授 劉雨庭助理教授 吳正宗講師 

曾國珍講師    

 

水土保持學系（13 人） 

張光宗教授 林德貴教授 馮正一教授 林昭遠教授 

陳樹群教授 謝平城教授 詹勳全副教授 黃隆明副教授 

蕭宇伸副教授 王咏潔助理教授 宋國彰助理教授 洪啟耀助理教授 

吳俊毅助理教授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18 人） 

蔣恩沛教授 溫曉薇教授 顏國欽教授 金安兒教授 

王苑春教授 林金源教授 陳錦樹教授 毛正倫教授 

林美吟教授 周志輝教授 賴麗旭教授 葉娟美教授 

謝昌衛教授 江伯源副教授 蔡碩文助理教授 蔣慎思助理教授 

劉沛棻助理教授 黃菁英助理教授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17 人） 

黃國益教授 吳靖宙教授 彭錦樵教授 盛中德教授 

尤瓊琦教授 雷鵬魁教授 林聖泉教授 萬一怒教授 

黃裕益教授 陳加忠教授 陳澤民副教授 謝廣文副教授 

謝禮丞副教授 王豊政副教授 蔡燿全助理教授 林浩庭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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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郁凱講師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9人） 

胡仲祺教授 徐堯煇教授 黃秀珍教授 蔡慶修教授 

曾志正教授 孟孟孝教授 楊長賢教授 王敏盈教授 

呂維茗副教授    

 

生物產業管理研究所（6人） 

王世澤教授 陳姿伶教授 張淑君教授 董時叡教授 

蔡必焜副教授 楊上禾助理教授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1人） 

蘇宜成副教授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2人） 

董建宏助理教授 李盈潔專案助理教授   

 

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2人） 

趙國容副教授 高木知芙美助理教授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2人） 

謝奇明副教授 陳玟瑾助理教授   

 

食品安全研究所（4人） 

林信堂助理教授 陳瀅太專案助理教授 林哲安專案助理教授 呂瑾立專案助理教授

 

農業推廣中心(2 人) 

顏志恒副研究員 周明儀助理研究員   

 

 

 

理學院（共 87 人） 

理學院（1人） 

余彥廷專案助理教授    

 

化學系（31 人） 

邱文華教授 李進發教授 賴秉杉教授 李豐穎教授 

黃景帆教授 楊圖信教授 鄭政峯教授 洪豐裕教授 

林家立教授 曾志明教授 李茂榮教授 林助傑教授 

林寬鋸教授 楊吉斯教授 陳繼添教授 葉鎮宇教授 

柯寶燦教授 陳炳宇副教授 羅順原副教授 林彥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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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淵副教授 莊敦堯副教授 林柏亨副教授 林彥甫助理教授 

李東昇助理教授 蕭鶴軒助理教授 蔡柏宇助理教授 梁健夫助理教授 

盧臆中助理教授 林正坤助理教授 黃寶慧講師  

應用數學系（22 人） 

吳菁菁教授 陳焜燦教授 李源泉教授 施因澤教授 

賈明益教授 李林滄教授 柯志斌教授 郭容妙副教授 

王輝清副教授 陳齊康副教授 許訓評副教授 陳鵬文副教授 

李渭天副教授 王雅書副教授 蔡亞倫副教授 謝博文副教授 

凃瀞珽副教授 顏增昌助理教授 鄧君豪助理教授 胡偉帆助理教授 

彭冠舉助理教授 陳宏賓助理教授   

 

統計學研究所（8人） 

林宗儀教授 黃文瀚教授 沈宗荏教授 李宗寶教授 

吳宏達副教授 許英麟副教授 林長鋆副教授 陳律閎助理教授 

 

物理學系（18 人） 

陳明克教授 孫允武教授 林中一教授 藍明德教授 

龔志榮教授 何孟書教授 陳惠玉教授 張志軍副教授 

紀凱容副教授 斯頌平副教授 林立副教授 施明智副教授 

阮俊人副教授 張茂男副教授 張明強副教授 陳光胤副教授 

黃文敏副教授 劉瑞堂講師   

 

奈米科學研究所（7人） 

鄭建宗教授 吳秋賢教授 李明威教授 黃家健教授 

郭華丞教授 林彥甫副教授 陳坤麟副教授  

 

 

 

工學院（共 118 人） 

土木工程學系（26 人） 

謝孟勳教授 高書屏教授 蘇苗彬教授 蔡清標教授 

蔡榮得教授 陳豪吉教授 林建宏教授 黃添坤教授 

方富民教授 林宜清教授 林呈教授 陳榮松教授 

呂東苗教授 壽克堅教授 楊明德教授 蔡祁欽教授 

宋欣泰副教授 翁駿民副教授 張明添副教授 石棟鑫副教授 

余志鵬副教授 陳佳正助理教授 黃建維助理教授 蔡慧萍助理教授 

鄒瑞卿助理教授 林樹根講師   

 

化學工程學系（18 人） 

陳志銘教授 李榮和教授 鄭紀民教授 吳震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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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松池教授 孫幸宜教授 劉永銓教授 鄭文桐教授 

蔡毓楨教授 林慶炫教授 竇維平教授 李思禹副教授 

張厚謙副教授 黃智峯副教授 楊宏達副教授 郭文生助理教授 

朱哲毅助理教授 姜文軒助理教授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20 人） 

宋振銘教授 林佳鋒教授 蔡佳霖教授 顏秀崗教授 

薛富盛教授 呂福興教授 吳威德教授 武東星教授 

吳宗明教授 曾文甲教授 薛顯宗教授 汪俊延教授 

林克偉教授 李文熙教授 張立信副教授 許薰丰副教授 

蔡銘洪副教授 賴盈至助理教授 薛涵宇助理教授 劉恒睿專案助理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27） 

劉建宏教授 蔡志成教授 沈君洋教授 黃敏睿教授 

簡瑞與教授 陳志敏教授 林忠逸教授 郭正雄教授 

曾柏昌教授 王國禎教授 戴慶良教授 施錫富教授 

陳政雄教授 李慶鴻教授 盧銘詮副教授 吳嘉哲副教授 

李吉群副教授 張銘永副教授 盧昭暉副教授 邱顯俊副教授 

范光堯副教授 陳昭亮副教授 吳天堯副教授 陳任之助理教授 

蔣雅郁助理教授 黃朱瑜助理教授 李聯旺助理教授  

 

環境工程學系（14 人） 

洪俊雄教授 梁振儒教授 盧至人教授 莊秉潔教授 

魏銘彥教授 盧重興教授 林明德教授 林伯雄教授 

張書奇副教授 廖文彬副教授 望熙榮副教授 林坤儀副教授 

陳佳吟助理教授 吳向宸助理教授   

 

生醫工程研究所（6人） 

張健忠教授 王惠民教授 程德勝教授 廖國智副教授 

林淑萍副教授 賴千蕙助理教授   

 

精密工程研究所（7人） 

劉柏良教授 林明澤教授 王東安教授 楊錫杭教授 

韓斌教授 蔡政穆副教授 王致喨助理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共 53 人）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19） 

高勝助教授 張延任教授 黃德成教授 喻石生教授 

林偉教授 洪國寶教授 王行健教授 廖宜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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賈坤芳教授 王宗銘教授 吳俊霖教授 王丕中教授 

曾學文副教授 張軒彬副教授 黃春融副教授 陳煥副教授 

范耀中助理教授 游家牧助理教授 蔡崇煒助理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24 人） 

張書通教授 廖俊睿教授 溫志煜教授 楊谷章教授 

賴永康教授 蔡智強教授 楊清淵教授 范志鵬教授 

許恒銘教授 黃穎聰教授 蔡清池教授 林泓均教授 

蘇武昌教授 張振豪教授 莊家峰教授 歐陽彥杰教授 

鄧洪聲教授 林維亮副教授 許舜斌副教授 吳崇賓副教授 

江衍忠副教授 陳正倫副教授 蔡曉萍助理教授 杜武青專案教授 

 

光電工程研究所（5人） 

裴靜偉教授 汪芳興教授 賴聰賢教授 劉漢文副教授 

江雨龍副教授    

 

通訊工程研究所（5人） 

陳後守教授 翁芳標教授 張敏寬教授 吳國光副教授 

劉宗榮助理教授    

 

 

 

生命科學院（共 57 人） 

生命科學系（26 人） 

施習德教授 林赫教授 蘇鴻麟教授 許秋容教授 

林茂森教授 賴美津教授 劉英明教授 顏宏真教授 

薛攀文教授 葛其梅教授 陳全木教授 李宗翰教授 

林幸助教授 黃介辰教授 洪慧芝教授 簡麗鳳副教授 

黃皓瑄副教授 尤少彬副教授 吳聲海副教授 高孝偉副教授 

李龍緣副教授 鄭旭辰助理教授 王隆祺助理教授 林振祥助理教授 

鄭任鈞助理教授 劉思謙講師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8人） 

楊秋英教授 楊文明教授 賴建成教授 陳良築教授 

翁淑芬教授 陳建華教授 劉宏仁教授 楊明德副教授 

 

生物化學研究所（8人） 

高振益教授 李天雄教授 周三和教授 張功耀教授 

楊俊逸副教授 胡念仁助理教授 邱奕穎助理教授 蕭貴陽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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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研究所（8人） 

許美鈴教授 林季千教授 謝政哲教授 張嘉哲教授 

闕斌如教授 陳健尉教授 莊秀美副教授 林宜玫助理教授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7人） 

侯明宏教授 劉俊吉副教授 朱彥煒副教授 陳盈璁副教授 

劉俊宏助理教授 陳玉婷助理教授 謝立青助理教授  

 

 

 

獸醫學院（共 48 人） 

獸醫學系（30 人） 

張力天教授 王之仰教授 李衛民教授 張仕杰教授 

陳建榮教授 鍾楊聰教授 毛嘉洪教授 何素鵬教授 

王孟亮教授 林永昌教授 鄭豐邦教授 沈瑞鴻教授 

董光中教授 陳鵬文教授 周濟眾教授 陳冠升副教授 

賴政宏副教授 王咸棋副教授 楊繼副教授 許添桓副教授 

莊士德副教授 林荀龍副教授 劉邦成副教授 陳文英副教授 

郭致榮助理教授 劉浩屏助理教授 賈敏原助理教授 謝嘉裕助理教授 

劉新梧助理教授 陳光荻助理教授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9人） 

趙黛瑜教授 邱賢松教授 徐維莉教授 黃千衿教授 

邱繡河教授 張伯俊教授 張照勤教授 謝明昆副教授 

歐繕嘉助理教授    

 

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9人） 

宣詩玲教授 陳德𤏩教授 簡茂盛教授 廖俊旺教授 

林以樂副教授 吳弘毅副教授 邱慧英助理教授 王裕智助理教授 

楊程堯助理教授    

 

 

 

管理學院（共 76 人） 

財務金融學系（13 人） 

楊東曉教授 葉宗穎教授 林盈課教授 林月能教授 

林丙輝教授 陳育成教授 紀志毅教授 葉仕國教授 

董澍琦教授 陳美源教授 徐俊明教授 李超雄副教授 

戚永苓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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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理學系（14 人） 

蕭櫓教授 喬友慶教授 莊智薰教授 林正寶教授 

陳家彬教授 王精文教授 林金賢教授 林谷合副教授 

蔡玫亭副教授 黃瑞庭副教授 唐資文助理教授 萬國芬助理教授 

遲銘璋助理教授 張曼玲助理教授   

行銷學系（14 人） 

黃文仙教授 李宗儒教授 魯真教授 蔡明志教授 

渥頓教授 王建富副教授 吳志文副教授 卓信佑副教授 

蕭仁傑副教授 陳明怡副教授 羅惠宜副教授 武為棣副教授 

曹修源副教授 梁貫御助理教授   

 

會計學系（10 人） 

紀信義教授 許永聲教授 尤隨樺教授 林宜勉教授 

張瑞當教授 陳俊合副教授 陳雪如副教授 蘇迺惠副教授 

龎雅文副教授 王韶濱助理教授   

 

資訊管理學系（10 人） 

蔡孟勳教授 林詠章教授 陳育毅教授 林冠成教授 

楊朝成教授 蔡垂雄教授 呂瑞麟教授 沈肇基教授 

詹永寬教授 陳佳楨教授   

 

科技管理研究所（9人） 

巫亮全教授 謝焸君教授 賴榮裕教授 沈培輝教授 

王瑞德教授 張樹之教授 何建達教授 鄭菲菲副教授 

何彥臻助理教授    

 

運動與健康管理研究所（6人） 

林明宏教授 林建宇教授 巫錦霖教授 陳進發教授 

邱靖華教授 余宗龍副教授   

 

 

 

法政學院（共 36 人） 

法政學院（2人） 

翟挹講師 顧毓民講師   

 

法律學系（14 人） 

林昱梅教授 高玉泉教授 李惠宗教授 廖大穎教授 

蔡蕙芳教授 劉昭辰教授 林炫秋副教授 廖緯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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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姿汝副教授 陳啟垂副教授 陳龍昇副教授 蘇怡慈助理教授 

蘇義淵助理教授 陳俊偉助理教授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6人） 

李昌麟教授 李長晏教授 袁鶴齡教授 沈玄池教授 

潘競恒副教授 邱明斌副教授   

 

國際政治研究所（6人） 

陳牧民教授 蔡東杰教授 楊三億教授 廖舜右副教授 

譚偉恩副教授 崔進揆助理教授   

 

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8人） 

黃淑苓教授 梁福鎮教授 吳勁甫副教授 洪慧涓副教授 

蔡文榮副教授 許健將副教授 白慧娟助理教授 劉子彰助理教授 

 

 

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1人） 

廖瑩芝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1人） 

關永馨講師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6人） 

謝淳仁教授 張誠研究員 陳惠𤦌助理研究員 翁瓊華研究助理 

黃惠貞研究助理 秦可欣專案助理教授   

 

 

體育室（13 人） 

陳明坤教授 許銘華教授 黃憲鐘教授 王耀聰副教授 

賈凡副教授 涂鵬斐助理教授 簡英智助理教授 梁建偉助理教授 

莊淑蘭講師 王美麗講師 簡如君講師 許家得專案助理教授

江信宏專案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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