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系所 年級 職稱 姓名 

人文藝術學院   院長 劉榮義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主任導師 陳茂仁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1 班級導師 周西波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2 班級導師 陳靜琪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3 班級導師 曾金承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4 班級導師 王玫珍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主任導師 張芳琪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3 班級導師 鄭斐文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4 班級導師 龔書萍 

生命科學院   院長 朱紀實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主任導師 吳思敬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1 班級導師 廖宏儒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2 班級導師 馮淑慧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3 班級導師 黃健政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4 班級導師 呂英震 

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主任導師 洪偉欽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1 班級導師 薛堯舜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2 班級導師 溫笙銘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3 班級導師 侯堂盛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4 班級導師 林明儒 

理工學院   院長 章定遠 

理工學院 土木系     
 

主任導師 陳建元 

理工學院 土木系     1 班級導師 陳錦嫣 

理工學院 土木系     2 班級導師 吳振賢 

理工學院 土木系     3 班級導師 林裕淵 

理工學院 土木系     4 班級導師 陳清田 

理工學院 生機系     
 

主任導師 洪敏勝 

理工學院 生機系     1 班級導師 黃文祿 

理工學院 生機系     2 班級導師 沈德欽 

理工學院 生機系     3 班級導師 林正亮 

理工學院 生機系     4 班級導師 邱永川 

農學院   院長 黃光亮 

農學院 木設系     
 

主任導師 李安勝 

農學院 木設系     1 班級導師 張義雄 

農學院 木設系     2 班級導師 蔡佺廷 

農學院 木設系     3 班級導師 夏滄琪 

農學院 木設系     4 班級導師 林翰謙 

農學院 動科系     
 

主任導師 吳建平 

農學院 動科系     1 班級導師 陳國隆 



農學院 動科系     2 班級導師 林炳宏 

農學院 動科系     3 班級導師 鄭毅英 

農學院 動科系     4 班級導師 陳希宜 

農學院 園藝系     
 

主任導師 沈榮壽 

農學院 園藝系     3 班級導師 郭濰如 

農學院 園藝系     1 班級導師 蔡智賢 

農學院 園藝系     2 班級導師 李亭頤 

農學院 園藝系     4 班級導師 李堂察 

農學院 園藝系     3 班級導師 江一蘆 

農學院 農管進學程 
 

主任導師 李堂察 

農學院 農管進學程 2 班級導師 郭介煒 

管理學院   院長 李鴻文 

管理學院 生管系     
 

主任導師 王明妤 

管理學院 生管系     1 班級導師 周淑月 

管理學院 生管系     2 班級導師 陳旻男 

管理學院 生管系     3 班級導師 李俊彥 

管理學院 生管系     4 班級導師 劉耀中 

管理學院 企管系     
 

主任導師 吳泓怡 

管理學院 企管系     1 班級導師 蔡佳翰 

管理學院 企管系     2 班級導師 李際偉 

管理學院 企管系     3 班級導師 朱興中 

管理學院 企管系     4 班級導師 楊英賢 

管理學院 財金系     
 

主任導師 黃鴻禧 

管理學院 財金系     1 班級導師 鍾暳陵 

管理學院 財金系     2 班級導師 李永琮 

管理學院 財金系     3 班級導師 王溫淨 

管理學院 財金系     4 班級導師 黃鴻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