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院 系所 姓名 聘任等級 備註 

1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

化研究所 
邱貴芬 特聘教授Ⅰ   

2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毛正倫 特聘教授Ⅰ   

3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曾志正 特聘教授Ⅰ   

4 理學院 化學系 曾志明 特聘教授Ⅰ   

5 工學院 精密工程研究所 洪瑞華 特聘教授Ⅰ   

6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所 周三和 特聘教授Ⅰ   

7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陳全木 特聘教授Ⅰ   

8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陳健尉 特聘教授Ⅰ   

9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張天傑 特聘教授Ⅰ   

10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孟孟孝 特聘教授Ⅱ   

11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盧重興 特聘教授Ⅱ   

12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魏銘彥 特聘教授Ⅱ   

13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蔡清池 特聘教授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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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系 
薛富盛 特聘教授Ⅱ   

15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陳鴻震 特聘教授Ⅱ   

16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陳淑卿 特聘教授Ⅲ   

17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阮秀莉 特聘教授Ⅲ   

18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系 陳樹群 特聘教授Ⅲ   

19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王升陽 特聘教授Ⅲ   

20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陳吉仲 特聘教授Ⅲ   

21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林金源 特聘教授Ⅲ   

22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蔣恩沛 特聘教授Ⅲ   

23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鄒裕民 特聘教授Ⅲ   

24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 
彭錦樵 特聘教授Ⅲ   

25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王苑春 特聘教授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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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王敏盈 特聘教授Ⅲ   

27 理學院 化學系 林助傑 特聘教授Ⅲ   

28 理學院 化學系 楊吉斯 特聘教授Ⅲ   

29 理學院 化學系 葉鎮宇 特聘教授Ⅲ   

30 理學院 化學系 洪豐裕 特聘教授Ⅲ 校競爭員額 

31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林慶炫 特聘教授Ⅲ   

32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梁振儒 特聘教授Ⅲ   

33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王國禎 特聘教授Ⅲ   

34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系 
吳威德 特聘教授Ⅲ   

35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林其璋 特聘教授Ⅲ   

36 工學院 精密工程研究所 楊錫杭 特聘教授Ⅲ   

37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陳志銘 特聘教授Ⅲ 校競爭員額 

38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

學研究所 
侯明宏 特聘教授Ⅲ   

39 生命科學院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賴建成 特聘教授Ⅲ   

40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林幸助 特聘教授Ⅲ 校競爭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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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洪慧芝 特聘教授Ⅲ 校競爭員額 

42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

學研究所 
徐維莉 特聘教授Ⅲ   

43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

學研究所 
黃千衿 特聘教授Ⅲ   

44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

學研究所 
張伯俊 特聘教授Ⅲ   

45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毛嘉洪 特聘教授Ⅲ 校競爭員額 

46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林月能 特聘教授Ⅲ   

47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蔡明志 特聘教授Ⅲ   

48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林宜勉 特聘教授Ⅲ   

49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詹永寬 特聘教授Ⅲ   

50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明惠 特聘教授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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