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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 系所 年級 班別 職稱 姓名 班會使用教室

師範學院       院主任導師 吳煥烘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主任導師 陳聖謨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王清思 初教大樓 B208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陳美瑩 初教大樓 B207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劉文英 初教大樓 B206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許家驊 初教大樓 B203 

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主任導師 陳明聰   

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陳麗圓 初教大樓 B505 

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林玉霞 初教大樓 B504 

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張美華、簡瑞良 初教大樓 B503 

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振明 初教大樓 B102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主任導師 葉郁菁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施幸杏 教育館 B03-103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吳樎椒 教育館 B03-104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何祥如 教育館 B03-105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吳光名 教育館 B03-106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主任導師 張高賓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吳瓊洳 初教大樓 B501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楊育儀 初教大樓 B502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沈玉培 初教大樓 B106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許忠仁 初教大樓 B101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主任導師 黃清雲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洪偉欽 初教大樓 B105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黃芳進 樂育堂 BD503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丁文琴 樂育堂 BD507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楊惠芳 樂育堂 BD101 

師範學院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主任導師 黃國鴻   

師範學院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王佩瑜 教育館 B03-108

師範學院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王思齊 教育館 B03-107

師範學院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林菁 教育館 B03-111

師範學院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張立杰 教育館 B03-110

師範學院 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主任導師 黃月純   

師範學院 數理教育研究所     主任導師 劉祥通   

人文藝術學院       院主任導師 劉榮義   

人文藝術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主任導師 蔡忠道   

人文藝術學院 中國文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翁麗雪、周西波 人文館 J103 

人文藝術學院 中國文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陳茂仁、陳政彥 人文館 J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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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學院 中國文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吳盈靜、郭娟玉 人文館 J105 

人文藝術學院 中國文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王玫珍、楊徵祥 人文館 J106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代理主任導師 張淑儀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1 甲班 班級導師 溫婷惠 創意樓 B01-101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林麗娟 創意樓 B01-102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3 甲班 班級導師 龔書萍 創意樓 B01-103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4 甲班 班級導師 蔡雅琴 創意樓 B01-104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1 甲班 班級導師 莊閔惇 創意樓 B01-110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2 甲班 班級導師 郭珮蓉 創意樓 B01-111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3 甲班 班級導師 顏玉雲 創意樓 B01-401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4 甲班 班級導師 郭怡君 創意樓 B01-402

人文藝術學院 史地學系     主任導師 詹士模   

人文藝術學院 史地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吳昆財、談珮華 人文館 J101 

人文藝術學院 史地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李明仁、土屋洋 人文館 J102 

人文藝術學院 史地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黃阿有、陳美鈴 人文館 J301 

人文藝術學院 史地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阮忠仁、池永歆 人文館 J503-1 

人文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學系     主任導師 簡瑞榮   

人文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謝其昌 新藝樓 B04-201

人文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胡惠君 藝術館 L404 

人文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周沛榕 藝術館 L403 

人文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廖瑞章 藝術館 L402 

人文藝術學院 音樂學系     主任導師 張俊賢   

人文藝術學院 音樂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楊千瑩 音樂館 K201 

人文藝術學院 音樂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曾毓芬 音樂館 K301 

人文藝術學院 音樂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劉榮義 音樂館 K204 

人文藝術學院 音樂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涂淑芬 音樂館 K203 

管理學院       院主任導師 黃宗成   

管理學院 觀光休閒管理研究所     主任導師 曹勝雄   

管理學院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主任導師 盧永祥   

管理學院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張景行 D02-110 

管理學院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黃翠瑛 D02-109 

管理學院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王明妤 D02-108 

管理學院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王俊賢 流   動 

管理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主任導師 張光亮   

管理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陳麗花、林億明 D02-117 

管理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謝志忠、李佳珍 D02-120 

管理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黃傳欽、楊琇玲 D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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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林幸君 流   動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主任導師 李鴻文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翁頂升 D02-113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吳泓怡 D02-114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吳美連 流   動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楊英賢 流   動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主任導師 徐淑如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張宏義 D02-112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林宸堂 D02-111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施雅月 流   動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葉進儀 流   動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主任導師 陳碧秀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余曉靜 D02-122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許明峰 D02-123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李永琮 流   動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黃鴻禧 流   動 

管理學院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導師 凌儀玲   

管理學院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1 甲班 班級導師 沈宗奇 D02-115 

管理學院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2 甲班 班級導師 蕭至惠 流動 

管理學院 行銷與運籌研究所     主任導師 凌儀玲   

  公共政策研究所     主任導師 陳淳斌   

農學院       院主任導師 劉景平   

農學院 農藝學系     主任導師 黃文理   

農學院 農藝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張山蔚 A32-101 

農學院 農藝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廖成康 A04A-205 

農學院 農藝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莊愷瑋 A04A-204 

農學院 農藝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侯新龍 A04A-312 

農學院 園藝學系     主任導師 徐善德   

農學院 園藝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蔡智賢、張栢滄 A04B-302 

農學院 園藝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陳士略 A04B-201 

農學院 園藝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郭濰如 A04B-202 

農學院 園藝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紀海珊 A04B-501 

農學院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主任導師 何坤益   

農學院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詹明勳 A32-103 

農學院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廖宇賡 A02-321 

農學院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趙偉村 A02-312 

農學院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黃名媛 A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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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主任導師 蘇文清   

農學院 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柏璋 A32-104 

農學院 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王怡仁 A02-232 

農學院 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宋洪丁 A02-211 

農學院 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李世豪 A02-111 

農學院 動物科學系     主任導師 趙清賢   

農學院 動物科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周榮吉 A32-105 

農學院 動物科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林高塚 A03-211 

農學院 動物科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吳建平 A03-212 

農學院 動物科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林炳宏 A03-123 

農學院 獸醫學系     主任導師 張銘煌   

農學院 獸醫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張志成、楊瑋誠 D04-302 

農學院 獸醫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蘇耀期、王誠明 D04-303 

農學院 獸醫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周世認、郭鴻志 D04-201 

農學院 獸醫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陳秋麟、羅登源 D04-202 

農學院 獸醫學系 5 甲班 班級導師 王建雄、賴治民 D04-205 

農學院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主任導師 顏永福   

農學院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李晏忠 A32-109 

農學院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張岳隆 A26-101 

農學院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王文德 A26-102 

農學院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吳希天 A26-103 

農學院 景觀學系     主任導師 沈榮壽   

農學院 景觀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林寶秀 A32-110 

農學院 景觀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江彥政 A36-101 

農學院 景觀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陳美智 A36-102 

農學院 景觀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本源 A36-305 

理工學院       院主任導師 柯建全   

理工學院 應用數學系     主任導師 吳忠武   

理工學院 應用數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鄭富國、林仁彥 A32-111 

理工學院 應用數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陳琴韻、彭振昌 E102 

理工學院 應用數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昇國、潘宏裕 E103 

理工學院 應用數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榮治、鄭博仁 E104 

理工學院 電子物理學系     主任導師 黃俊達   

理工學院 電子物理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余昌峰、陳穗斌 A32-112 

理工學院 電子物理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許芳文、蘇炯武 A15-101 

理工學院 電子物理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蔡明善、高柏青 A15-203 

理工學院 電子物理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鄭秋平、洪一弘 A1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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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主任導師 陳清玉   

理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王順利 A32-312 

理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李瑜章 A32-311 

理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古國隆 A17-105 

理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明娟 A17-107 

理工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主任導師 連振昌   

理工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黃膺任、吳德輝 A05A-206 

理工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洪昇利 A05A-308 

理工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郭鳳瑞 A05A-309 

理工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邱永川 A05A-405 

理工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4 乙班 班級導師 楊朝旺 A05A-409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主任導師 周良勳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土木工程組 1 甲班 班級導師 陳錦嫣 A32-117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利工程組 1 甲班 班級導師 吳振賢 A32-119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土木工程組 2 甲班 班級導師 蔡東霖 A05B-310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利工程組 2 甲班 班級導師 張義隆 A05B-405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土木工程組 3 甲班 班級導師 陳建元 A05B-408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利工程組 3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永祥 A05B-211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劉正川 流   動 

理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4 乙班 班級導師 劉玉雯 A32-115 

理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主任導師 章定遠   

理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邱志義 A32-113 

理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賴泳伶 A20-111 

理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許政穆 A20-203 

理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王智弘 A20-303 

理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主任導師 徐超明   

理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江政達 A32-202 

理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林士程 A32-205 

理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謝奇文 A32-217 

理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謝宏毅 A32-115 

理工學院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主任導師 陳榮洪   

理工學院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丁慶華 A10-104 

生命科學院       院主任導師 黃承輝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主任導師 翁義銘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羅至佑 A32-201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徐錫樑 A06-105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吳思敬 A0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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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王璧娟 A06-108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4 乙班 班級導師 李益榮 A06-109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源學系     主任導師 楊瓊儒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源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劉以誠 A32-203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源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黃啟鐘 A24-101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源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許富雄 A24-105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源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曾素玲 A24-207 

生命科學院 水生生物科學系     主任導師 陳哲俊   

生命科學院 水生生物科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郭建賢 A32-204 

生命科學院 水生生物科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李安進 A28-103 

生命科學院 水生生物科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賴弘智 A28-104 

生命科學院 水生生物科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淑美 A28-106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主任導師 陳瑞祥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蘇建國 A32-120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陳政男 A32-121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張心怡 A32-122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林芸薇 流   動 

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主任導師 翁炳孫   

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 甲班 班級導師 金立德 A32-207 

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2 甲班 班級導師 吳進益 A32-209 

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3 甲班 班級導師 劉怡文 A32-401 

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4 甲班 班級導師 陳立耿 A32-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