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職稱 一級單位 服務單位  考核人數

廖珮玲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廖月梅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陳宥里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黃惠婷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廖紹伯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吳佳樺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陳韋伶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陳佳貞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魏妙珊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人事室

梁錦釗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閻菁菁 行政組員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楊佳靜 行政組員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陳怡瑾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李嘉欣 行政組員 工學院 工學院

黃盈純 行政組員 工學院 工學院

沈凱韻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究所

曾子軒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洪悅真 行政組員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施佳安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鄭麗珍 行政組員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張嘉怡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賴季雪 行政組員 工學院 精密工程研究所

陳香言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陳芃安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黃薰儀 副技術師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翁嬿婷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許美齡 事務助理員 工學院 環工系

蔣于婷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材料工程學系

徐妙儀 事務助理員 工學院 材料工程學系

陳燕姿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工學院

劉召伯 事務助理員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戴佳宜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曾麗雯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林孟賢 行政組員 文學院 文學院

郭文蕙 行政組員 文學院 文學院

廖珮真 行政組員 文學院 文學院

余昌燁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語言中心

邱慧瑩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圖書資訊所

楊妤庭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詹慧珍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歷史系

林威利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語言中心

張祐華 行政辦事員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林泰山 事務助理員 生命科學院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邱文邦 事務助理員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郭雅菱 行政辦事員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9人

22人

11人



張詠翔 行政辦事員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張櫻霖 行政組員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葉哲瑋 行政辦事員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林卉淩 行政組員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林舜翔 行政組員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林孟頴 行政辦事員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所

林月好 事務助理員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李婕愉 事務助理員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侯青青 行政組員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黃曉華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王品惠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蔡秀茵 事務助理員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顏廷諭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徐意涵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林憶萍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吳美玲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林佳慧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運動與健康管理所

陳語蕎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郭仟姍 事務助理員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馮啟欣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楊宜杰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林湘瑾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林    晨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謝沛慈 事務助理員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莊    玲 行政辦事員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彭韻如 行政組員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究所

魏伶伃 行政組員 法政學院 法政學院

詹慧玲 行政辦事員 法政學院 法政學院

吳孟秋 行政組員 法政學院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蘇筱媛 行政辦事員 法政學院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阮博謙 行政辦事員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徐碧霜 行政辦事員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戴維池 事務助理員 法政學院 法政學院

林府昌 事務助理員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蕭月仙 行政組員 研究發展處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雅惠 行政組員 研究發展處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張明芬 行政組員 研究發展處 計劃業務組

楊麗螢 行政組員 研究發展處 校務企劃組

許鳳玲 副技師 研究發展處 貴重儀器中心

林佳苹 行政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林以淳 副技師 研究發展處 貴重儀器中心

林婉玉 技師 研究發展處 貴重儀器中心

盧志榮 技師 研究發展處 貴重儀器中心

李秀瑩 行政組員 研究發展處 校務企劃組

張譯云 行政組員 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

柯姿伶 行政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學術發展組

8人

11人

17人

18人



廖寶綺 行政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陳筱琦 行政組員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王瓊玉 行政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計劃業務組

江宜蓉 行政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趙芷瑋 行政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黃秋田 助理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楊崇誠 高級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卓憶芳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賴麗妃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鄭如娟 副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吳欣蒨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吳秉特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何玉安 高級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呂仲聖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陳品澄 行政辦事員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陳惠婷 副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江淑如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李明諺 副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林揚凱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許鈵昆 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侯昱宏 副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梁家銘 副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吳勃翰 副技術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陳姸伶 行政專員 校長室 校長室

陳顗名 行政組員 副校長室 副校長室

曾麗芳 行政組員 副校長室 副校長室

林佳儀 行政專員 秘書室 秘書室

張嘉薇 行政組員 秘書室 文書組

陳翔惠 行政辦事員 秘書室 媒體公關組

鄭志學 行政辦事員 秘書室 行政議事組

陳孟玉 行政組員 秘書室 秘書室

蕭秋萍 行政辦事員 秘書室 文書組

蕭名君 事務助理員 秘書室 文書組

劉彥君 行政組員 秘書室 秘書室

陳汶瑄 行政組員 秘書室 文書組

廖郁淳 行政專員 國際事務處 學術交流組

鄭渝靜 行政辦事員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王鈞儀 行政辦事員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林宜亭 行政辦事員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許珮蓉 行政辦事員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林佑儒 行政辦事員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莊妙霜 行政組員 教務處 招生暨資訊組

王欣怡 行政組員 教務處 招生暨資訊組

李靜觀 技術師 教務處 招生暨資訊組

林羿吟 行政組員 教務處 教務處

張敏慧 行政組員 教務處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18人

12人

6人



郭馨嵐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註冊組

賴淑芬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趙潔怡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課務組

陳玉珊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註冊組

吳姿瑩 行政組員 教務處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林金賢 技術師 教務處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周嘉倩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課務組

賴秋如 行政組員 教務處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王碧蓮 行政組員 教務處 教務處

洪雅婷 行政書記 教務處 教務處

劉昱均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註冊組

楊淳淳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註冊組

蔡本均 事務助理員 教務處 課務組

邱晟毅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教務處

王心禾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註冊組

莊惠君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吳安妮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黃珮茵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王逸芸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 註冊組

王品鈞 事務助理員 理學院 化學系

黃俊豪 副技術師 理學院 化學系

梁雅萍 行政辦事員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陳佳君 行政辦事員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陳丹尼 行政組員 理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鑫榮 事務助理員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汪澤鳳 行政組員 理學院 理學院

吳宜瑾 技師 理學院 化學系

虞夢蘭 事務助理員 理學院 化學系

鍾清芳 事務助理員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陳靖怡 行政辦事員 理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林沛瑩 行政書記 理學院 理學院

蔡昀霓 行政辦事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黃蘭惠 行政組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劉建德 專案專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張嘉文 行政辦事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黃秀雅 行政辦事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張麗月 行政辦事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林孜燕 行政組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洪甄苡 行政辦事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許珈禎 行政辦事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呂曼麗 行政組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程子綺 行政組員 產學研鏈結中心 產學研鏈結中心

莊成印 事務助理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庶務組

游雅筑 行政組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企劃行銷組

朱盈虹 行政組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企劃行銷組

林嘉玲 行政組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企劃行銷組

24人

12人

11人



陳玉萍 行政組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企劃行銷組

林曉吟 行政辦事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推廣教育組

章懿琇 行政辦事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程婉菁 行政組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推廣教育組

周嘉貞 行政辦事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推廣教育組

呂泊慧 行政組員 主計室 主計室

林慧玲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許祥玲 行政組員 主計室 主計室

楊真佩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楊碧麗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蔡惠如 行政組員 主計室 主計室

邱創瑛 行政組員 主計室 主計室

施堯賓 副技術師 主計室 主計室

謝鎔蔚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黃惠君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詹韻柔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蘇筱婷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張菀汝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陳又齊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薛湘儒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蔡伊雅 行政辦事員 主計室 主計室

江文君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張錦珠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楊麗玉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

趙傳銘 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蘇琪雯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彭貞華 行政書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廖婉淳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吳孟禧 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范俊傑 高級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園藝試驗場

陳昕榆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推廣中心

甘禮銘 行政組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王家麗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陳麗新 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柯茹菁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

王湘儀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林易欣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鄒采蘋 行政組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林永堂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系

方韻筑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林靜誼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系

洪姿蘭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施美玲 行政組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廖重達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試驗場

黃千睿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盧雪珠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9人

16人

47人



王美華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昆蟲系

劉秀錦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昆蟲系

張巧鈴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森林系

李依依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森林系

蕭宜欣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藝系

陳淑婉 行政組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

李政諺 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梁淑惠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園藝系

賴政彥 助理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林怡蜜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加工實習工廠

潘國輝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試驗場

吳柏邑 副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李香逸 副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盧建仁 副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潘欣如 副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王筱婷 行政組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安全所

陳立峰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藝系

張瀞文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吳俊賢 副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試驗場

白明心 副技術師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畜產試驗場

曹菫恩 行政辦事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實習商店

林建志 事務助理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江佳靜 行政組員 圖書館 採編組

王素嬋 行政辦事員 圖書館 資訊組

陳瑛倫 行政組員 圖書館 採編組

張文治 行政組員 圖書館 圖書館

陳洢伊 行政組員 圖書館 典藏組

張琬人 行政組員 圖書館 圖書館

朱家葳 行政組員 圖書館 圖書館

王國權 副技術師 圖書館 資訊組

劉俊宏 行政辦事員 圖書館 典藏組

潘思樺 行政辦事員 圖書館 參考組

楊書誠 事務助理員 圖書館 圖書館

陳建嘉 行政辦事員 圖書館 圖書館

林玉珮 行政辦事員 圖書館 圖書館

陳靜欣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賴炯宏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李金玲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生涯發展中心

許席華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教官室

王穩淳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張羨雯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葉淑錦 聘僱護理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健康及諮商中心

林宛宜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謝孟娟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林育如 諮商心理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李宥萱 資深諮商心理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13人



林宛璉 輔導老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謝育璐 行政組員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馬智偉 行政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賴佳樺 諮商心理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張錫湘 行政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杞怡貞 輔導老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謝昌志 諮商心理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吳紹榤 行政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王盈元 事務助理員 學生事務處 諮商中心

蔡世文 事務助理員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巫宗霖 事務助理員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黃欽俊 事務助理員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林淑觀 事務助理員 學生事務處 課指組

陳怡均 輔導老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邱群倫 諮商心理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陳彥成 諮商心理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許嘉汶 輔導老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李政育 校安老師 學生事務處 教官室

孫寶生 校安老師 學生事務處 教官室

申永財 校安老師 學生事務處 教官室

郭雅娟 營養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陳瀅竹 行政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生涯發展中心

鄭宛婷 行政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蕭伊伶 社工師 學生事務處 健康及諮商中心

李孝華 校安老師 學生事務處 教官室

洪文彬 校安老師 學生事務處 教官室

張美惠 校安老師 學生事務處 教官室

趙佩瑜 行政辦事員 總務處 出納組

陳玉女 行政書記 總務處 總務處

糠政芳 副技術師 總務處 資產經營組

謝孟芬 行政辦事員 總務處 總務處

賴孟嵐 行政辦事員 總務處 事務組

楊美英 行政辦事員 總務處 營繕組

洪榮聰 助理技術師 總務處 營繕組

吳采蓉 行政辦事員 總務處 營繕組

李怡慧 行政辦事員 總務處 出納組

周韻華 行政組員 總務處 採購組

鄭惠月 行政辦事員 總務處 總務處

梁又仁 事務助理員 總務處 事務組

斐玉平 事務助理員 總務處 事務組

陳美娟 事務助理員 總務處 營繕組

蔡耀煌 事務助理員 總務處 事務組

賴緯庭 事務助理員 總務處 事務組

陳韻筑 行政組員 總務處 總務處

黃雅惠 行政辦事員 體育室 體育室

林安庭 事務助理員 體育室 體育室

38人

17人

4人



林志誠 行政辦事員 體育室 體育室

詹家駿 行政辦事員 體育室 體育室

呂建霖 技術師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簡瓊瑤 事務助理員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蔡淑清 技術師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鄭晶瑩 副技術師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李鳳玉 行政辦事員 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中心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中心         1人

巫津瑋 行政組員 校友中心 校友中心         1人

陳美霞 行政辦事員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

柯怡君 行政辦事員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

蕭瑞緯 副技術師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

顏琬姿 行政辦事員 藝術中心 藝術中心         1人

陳淑娟 行政辦事員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曾鈺媖 行政辦事員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盧錦惠 行政辦事員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人

4人

4人

3人

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