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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    

一、教育部96年07月18日台人（一）字第0960109638號函轉考選部函略以，公務人員
升官等考試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96年8月6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09600054931 號 令 修 正 發 布，修 正 條 文 請 至 考 選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moex.gov.tw/考試法規)下載。 

二、教育部96年7月27日台人(一)字第0960112340號函轉銓敘部令，修正發布「職務歸
系辦法」第2條條文。 

三、教育部96年7月16日台人(二)字第0960110018號函轉內政部函略以，修正「紀念日
及節日實施辦法」第2條、第3條規定，增列解嚴紀念日為7月15日，其紀念方式由
有關機關、團體舉行紀念活動。 

四、教育部96年7月27日台人(一)字第0960112340號函轉銓敘部令，修正發布「各機關
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五、教育部96年7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60910045A號函略以，有關「臺灣地區公務員
及特定身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規定所稱「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
立各級學校校長、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之認定，以其所兼任行政職務支領主管
加給之職務等級為認定標準。 

六、教育部96年7月31日台人(二)字第09600112609號函略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於學年度中轉任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其任教年資未中斷，亦未改支薪級，且
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於學年度終了併資辦理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惟當學年度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滿6個月之服務年資不得重覆辦理另予成績考核，且應由辦
理併資年資加薪(年功加俸)之公立大專校院通知該師原服務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 

七、教育部96年8月7日台人(二)字第0960119235號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
略以，公務人員因公涉訟申請輔助，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權時效
為5年，至其起算時點，應於偵查、民刑事訴訟每一審級，有涉訟並延聘律師輔
助之事實發生時各別起算。 

八、教育部96年7月31日台人(三)字第0960113266號書函轉銓敘部函略以，公教人員保
險法施行細則第10條條文及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8條、第9
條、第10條條文，業經考試院、行政院會同修正發布。 

九、教育部96年8月21日台總(一)字第0960127590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以，查
內政部依「住宅補貼作業規定」辦理96年度租金、購置住宅貸款利息及修繕住宅
貸款等3項住宅補貼作業，並委託各地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及審核，符合條件者可
洽各該縣市政府購買申請書，或從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網址：http：
//www.cpami.gov.tw)下載，並在申請期間(96年8月16日起至96年9月17日止)洽有
關單位辦理。 

十、教育部96年8月22日台人(三)字第0960125002號書函轉銓敘部令略以，依84年1月28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原公務人員保險）法第16條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41條規定意旨，原公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成就請領養老給付條件而未請領該
項給付，並於88年5月30日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施行以前繼續或再重行加保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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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再次成就條件，請領養老給付時，其再任前後保險年資均可併計，並應於再次
成就條件日起5年內請領；逾期請求權消滅。 

十一、教育部96年8月23日台人(三)字第0960128341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以，有
關公教人員申請96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其未婚子女有無職業之認
定，以其子女前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是否以超過勞工基本工資17,280元認
定有無職業一節，依前開「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四、規定，應以公教人員
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時之勞工基本工資認定(即現行17,280元)。
至有關「前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之計算一節，即以公教人員申請時往前
推算6個月期間，其子女工作依所得稅法應申報之所得總額除以6計算外；至
該6個月期間如非每個月均有所得之計算方式，亦均除以6計算，例如子女僅
工作2個月，其平均所得之計算亦除以6。 

 

  

人事業務人事業務人事業務人事業務--------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一、96年8月7日96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辦理簡任第十職等以
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職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條文內容請至本校人事室
網站/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二、教育部96年8月21日台政字第0960129065號書函略以，據反映，近來有不明人士借
用某大學主管或同仁名義以不同藉口向各校或個人借錢之情事，請同仁提高警
覺，如發現上述可疑跡象，可透過刑事警察局「165反詐騙專線」詢問及檢舉報
案，或電「110」報案。 

三、教育部96年8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60124037號書函，檢送96年激勵小品作品清單1
份，本校作品請逕至本室網站查閱。 

四、教育部96年8月27日台總(一)字第0960131126號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函
略以，各機關同仁如因重大災害肇致財產損失，得分別申辦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
款或「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低利消費性貸款，以紓解緊急資金需求，詳細
資料請逕至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網站查詢。 

五、請本校退休公教人員踴躍參與志願服務行列，有意願同仁請至本校人事網頁公教
志工志願服務專區填寫「國立嘉義大學公教志工志願服務申請表」，或至人事室
索取該表格。 

 

 

國國國國民旅遊卡專欄民旅遊卡專欄民旅遊卡專欄民旅遊卡專欄 

一、行政院核定自96年7月1日放寬「旅行業」或「旅宿業」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之相
關規定，尚有疑義，人事行政局特別就上開放寬部分之Q&A另闢專區，請同仁自
行上網查閱。 

二、教育部96年7月18日台人(二)字第0960112767號函轉略以，公務人員休假期間以國
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刷卡，購買金飾業已悖離國民旅遊卡政策宗旨，不得列入強
制休假補助費核銷範圍。另為落實國民旅遊卡措施之政策宗旨，避免發生類似日
前報載「國泰服飾精品店」刷卡換現金或購買金飾等情事，應請各機關同仁妥善
規劃休假旅遊，合法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如有違反相關法令請領休假補助
之情事，其涉及詐欺取財行為，除依刑事法令處理外，機關應依相關規定，追究
其行政責任並追繳已請領之金額。 

三、教育部96年8月14日台人(二)字第0960124399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略
以，有關所屬人員休假2日皆加油刷國民旅遊卡各4,000元(除將車加滿，剩餘再用
桶裝)，當事人如未能就該「桶裝加油」部分提出合理事由，則該「桶裝加油」
部分之支出不得列入補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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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7月30日局考字第09600162782號，有關休假前後1日之交通
費用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如下： 
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一）規
定：「1.週一至週五休假期間以國民旅遊卡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異地且隔夜刷
卡消費，…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新臺幣16,000元為限…。3.休假半日以上，
以國民旅遊卡於旅行業或旅宿業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者，不受第1目
異地且隔夜消費限制；該休假期間前後連續假日於各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
消費，均得併入補助範圍。4.符合第1 
目及前目請領休假補助費規定之休假期間前後1日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
交通費用，得併入補助範圍。」 
 

(一)休假期間符合第1目規定，即具非「旅行業」或「旅宿業」國民旅遊卡特約商
店之刷卡消費，並符合異地且隔夜之規定者：其交通費用係維持原規定，補
助「休假期間之前後1日」。 

(二)休假期間符合第3目規定，即具有「旅行業」或「旅宿業」國民旅遊卡特約商
店之刷卡消費者：其交通費用之補助，放寬至「含休假及前後所接連假日之
前後1日」。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瘦肉精瘦肉精瘦肉精瘦肉精」」」」 

瘦肉精是什麼瘦肉精是什麼瘦肉精是什麼瘦肉精是什麼？？？？ 
又名培林（Paylean）、克倫特羅、鹽酸克倫特羅、鹽酸雙氯醇胺、克喘素、氨哮
素、氨必妥、氨雙氯喘通、氨雙氯醇胺，其成分為Ractopamine（美國禮來公司），
尚有其他相同功用的成分。 
主要被作為治療氣喘的藥物。原名「受體素」的瘦肉精，學名「腎上腺乙型接受體
作用劑」，是一種類交感神經興奮劑，能促進人體心臟興奮和持久擴張支氣管，本
用於治療人類氣喘。後來被加在飼料中供豬食用，成為動物用藥，可促進蛋白質的
合成，加速脂肪轉化與分解，提升豬肉的瘦肉率，因此俗稱之為瘦肉精。在肉豬上
市前28天加20 ppm的培林於飼料中，可使每頭豬隻增加瘦肉五公斤，降低脂肪三公
斤，節省飼料18.5公斤，並且可提早4天達到上市的體重，又可減少18公斤的排泄
物，對養豬業者而言，既可降低成本，又有好的豬肉品質，可說是一項利多。 

瘦肉精對人體可能發生的健康危機瘦肉精對人體可能發生的健康危機瘦肉精對人體可能發生的健康危機瘦肉精對人體可能發生的健康危機？？？？  
主要積蓄在豬肝、豬肺等處，人一旦攝入過量的瘦肉精，就會發生「瘦肉精中毒」
，引發心悸、四肢肌肉顫抖、頭暈、乏力、心跳過速、甲狀腺亢進等中毒症狀，嚴
重的還能導致神經系統受損，甚至死亡；尤其是患有交感神經功能亢進者，例如：
高血壓、冠心病、甲狀腺機能亢進，更容易發生健康危機。另外，氣喘者若長期過
量食用，會產生耐受性，降低支氣管擴張的正常用藥。 

 瘦肉精可合法使用嗎瘦肉精可合法使用嗎瘦肉精可合法使用嗎瘦肉精可合法使用嗎？？？？ 
農委會於95年10月就已經明確禁用瘦肉精，在台灣的食品添加劑規定中，瘦肉精被
嚴令禁止在動物飼料中使用。但是在衛生安全標準較高的美、加等西方國家及日
本，則允許適量添加於豬隻飼料添加物。美國、澳洲允許的豬肉殘 留量標準範圍
為50ppb，日本、紐西蘭為不可超過10ppb，加拿大則為40ppb。 

瘦肉精的安全食用量瘦肉精的安全食用量瘦肉精的安全食用量瘦肉精的安全食用量?  
目前建議的攝入安全值為每人每天67 ppb 。 

如何降低瘦肉精對人體危害如何降低瘦肉精對人體危害如何降低瘦肉精對人體危害如何降低瘦肉精對人體危害?  
1.全面禁止將「瘦肉精」作為飼料添加劑。  
2.加強對豬肉進行瘦肉精檢測，一旦發現豬肉含有瘦肉精，進行銷毀處理。  
3.購買有安全認證的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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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避免購買可能是瘦肉精的豬肉，例如：豬肉顏色太鮮豔、後臀肌肉飽滿突出、脂
肪非常薄。  

5.盡量少吃豬肉內臟，尤其是豬肝、豬肺。 
 

 

～～～～人人人人事事事事室室室室、、、、衛衛衛衛生生生生保保保保健健健健組組組組關關關關心心心心您您您您～～～～  
 

 

 
 

一、職務異動： 

二、96學年度第1學期新進教師名單 

三、96學年度學術主管名單、96學年度研究中心主管名單、96學年度第1學期專兼任行

政主管名單請點選本網頁劃線部分查詢。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異異異異    動動動動
情情情情    形形形形 

生生生生    效效效效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鄭富國 升等 96.08.01 

音樂系 組員 鄭伊伶 調職 96.08.01 

教務處 組員 王禮平 退休 96.09.01 

人事室 組員 徐妙君 新進 96.08.24 

秘書室 秘書 洪泉旭 新進 96.08.31 

 

    9999月份壽星月份壽星月份壽星月份壽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李明仁校長 09.17 張如松先生 09.19 

謝崧熙組長 09.01 艾嘉洋講師 09.19 

李丁松講師 09.01 林喻東副教授 09.19 

郭介煒助理教授 09.02 李彥賢助理教授 09.20 

陳榮治副教授 09.02 柯金存講師 09.20 

吳水盛先生 09.02 吳靜芬主任 09.21 

陳慶華先生 09.02 張義雄講師 09.21 

談珮華助理教授 09.03 周榮吉教授 09.21 

黃靖雅講師 09.03 陳中元先生 09.21 

陽大偉先生 09.04 李美齡小姐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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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一一一一、、、、本本本本校校校校99996666年年年年度度度度（（（（2222----11112222月月月月））））員員員員工工工工生生生生日日日日禮禮禮禮券券券券金金金金額額額額為為為為1111666688880000元元元元，，，，得得得得標標標標廠廠廠廠商商商商為為為為名名名名佳佳佳佳美美美美股股股股份份份份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其其其其全全全全省省省省

營營營營業業業業處處處處所所所所，，，，請請請請至至至至人人人人事事事事室室室室網網網網頁頁頁頁ㄧㄧㄧㄧ般般般般公公公公告告告告處處處處查查查查詢詢詢詢。。。。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所所所所列列列列壽壽壽壽星星星星名名名名單單單單，，，，請請請請各各各各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一一一一週週週週內內內內務務務務必必必必派派派派員員員員至至至至各各各各校校校校區區區區負負負負責責責責之之之之同同同同仁仁仁仁處處處處將將將將單單單單位位位位所所所所屬屬屬屬人人人人員員員員之之之之生生生生日日日日禮禮禮禮
券券券券領領領領回回回回，，，，並並並並請請請請轉轉轉轉致致致致當當當當月月月月份份份份壽壽壽壽星星星星。。。。 

９６學年度第１學期新進教師名單 

陳麗花講師 09.05 柯建全主任 09.22 

石淑燕小姐 09.06 蔡崇元先生 09.24 

林正亮教授 09.06 陳慧芳教官 09.24 

簡瑞榮主任 09.10 蔡憲昌主任 09.24 

邱永川副教授 09.10 張光亮助理教授 09.24 

賴俊文先生 09.10 丘應讚教官 09.25 

陳俐伶小姐 09.11 王以仁教授 09.25 

謝婉雯組長 09.11 鄭翠娟主任 09.26 

楊詩燕小姐 09.12 劉于雁助理教授 09.26 

蕭至惠助理教授 09.12 盧金鎮教授 09.26 

吳芝儀副教授 09.13 郭世榮副教授 09.26 

陳郁馨小姐 09.13 陳昭仁先生 09.26 

宋洪丁教授 09.14 安凱琳小姐 09.26 

吳游源助理教授 09.14 林永佶先生 09.27 

陳乃華小姐 09.14 周西波助理教授 09.27 

吳瑞彬先生 09.14 盧永祥助理教授 09.27 

馮文饒助教 09.15 李互暉助理教授 09.27 

周立勳教授 09.15 羅至佑助理教授 09.27 

楊德清所長 09.15 蔡榮哲副教授 09.28 

王淑慎小姐 09.15 陳慶緒助理教授 09.28 

吳進益助理教授 09.16 任綉欽小姐 09.28 

唐進益先生 09.16 施幸杏講師 09.29 

葉郁菁副教授 09.17 王璧娟教授 09.29 

龔婉儀助理教授 09.18 胡采玲小姐 09.29 

張銘煌副教授 09.18 謝翠珍小姐 09.30 

鍾瓊瑤小姐 09.19 李宗隆副教授 09.30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陳香君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   

數位學習設計
與管理學系含
教育科技研究
所 

助理教授 朱彩馨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研究
所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助理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音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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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96學年度學術主管名單 

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龔婉儀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音樂研究
所博士   

應用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張光亮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博士 

逢甲大學助理教授 

生物事業管理
學系 

助理教授 盧永祥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
所博士 

南華大學助理教授 

獸醫學系 助理教授 吳瑞得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研究所博
士 

  

生物農業科技
學系 

助理教授 李互暉 
美國德州大學生物醫學研究
所博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後研
究員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嚴志弘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研究
所博士 

嘉義大學專案計畫教學人
員 

資訊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葉瑞峰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博
士 

遠東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運輸與物流工
程研究所 

助理教授 廖彩雲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土
木研究所博士 

朝陽科技大學副教授 

食品科學系 助理教授 羅至佑 
美國羅格斯大學食品科學系
博士 

美國羅格斯大學博士後研
究員 

生化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張心怡 澳洲雪梨大學藥學系博士 
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後研
究員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師
範
學
院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李新鄉李新鄉李新鄉李新鄉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及
含教育科技研究所主任暨所
長 

鐘樹椽教授 

教育學系含國民教育研究所
主任暨所長 

吳金香教授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所
長 

黃財尉副教授 

輔導與諮商學系主任暨研究
所所長 

黃財尉副教授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所長 

李新鄉教授 

體育學系及體育與健康休
閒研究所主任暨所長 

陳忠慶教授 數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楊德清教授 

特殊教育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江秋樺副教授 科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楊德清教授 

幼兒教育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簡美宜副教授     

人文
藝術
學院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劉豐榮劉豐榮劉豐榮劉豐榮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外國語言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蘇復興教授 

中國文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蔡忠道副教授 音樂學系主任 劉榮義教授 

美術學系及視覺藝術研究所
主任暨所長 

王源東教授 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 劉榮義教授 

史地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李明仁副教授     

管理
學院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蔡渭水蔡渭水蔡渭水蔡渭水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主任暨研
究所所長（代理） 

邱宗治副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研究所
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主
任暨所長 

王毓敏副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陶蓓麗副教授 

應用經濟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潘治民教授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所長 曹勝雄教授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劉景平劉景平劉景平劉景平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動物科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洪炎明教授 

農藝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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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96學年度研究中心主管名單 

農  
學  
院 

農藝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劉啟東副教授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主任 顏永福教授 

園藝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沈榮壽副教授 景觀學系主任 黃光亮教授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主任
暨研究所所長 

林金樹教授 農學研究所所長 劉景平教授 

林產科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林翰謙副教授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 顏永福教授 

獸醫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王建雄教授     

理
工
學
院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曾志明曾志明曾志明曾志明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柯建全教授 

應用物理學系及光電暨固
態電子研究所主任暨所長 

羅光耀教授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所
長 

游鵬勝教授 

應用化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陳文龍教授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主任暨
研究所所長 

洪滉祐副教授 

應用數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陳嘉文教授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主
任暨研究所所長 

劉正川教授 

生
命
科
學
院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邱義源邱義源邱義源邱義源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生化科技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周微茂教授 

食品科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 

翁義銘教授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主任暨
研究所所長 

蔡竹固教授 

水生生物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長 

林清龍教授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所長 蔡竹固教授 

生物資源學系主任暨研究所
所 長 

郭章信副教授     

其 他
獨 立
所 

 

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 蔡憲昌教授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系所主管職稱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師範學
院 

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江秋樺副教授 

幼兒教育中心主任 簡美宜副教授 

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楊德清教授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高淑清副教授 

輔導與諮商學系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主
任 張高賓助理教授 

輔導與諮商學系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主
任 鄭翠娟副教授 

人文藝術
學院 

 

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簡瑞榮副教授 

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明仁副教授 

管理學
院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 陶蓓麗副教授 

休閒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吳宗瓊教授 

農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黃宗成教授 

農學院 

園藝技藝中心主任 徐善德講師 

農業推廣中心主任 張平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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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96學年度第1學期專兼任行政主管名單 

動物試驗場場長 吳建平副教授 

理工學
院 

毒物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龍教授 

自動化研究中心主任 洪昇利副教授 

土木防災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俊副教授 

數位資訊中心主任 柯建全教授 

光電研究中心主任 陳思翰助理教授 

能源與感測器中心主任 曾志明教授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實習工場主任 黃慶祥副教授 

生命科學
院 

 

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研發中心主任 蔡竹固教授 

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主任 翁義銘教授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長室 

副校 

沈再木 副校長 

進修
推廣
部 

林淑玲 主任（新任） 

李新鄉 副校長 余坤煌 教務組組長 

教 
務 
處 

丁志權 教務長（新任） 劉蔚龍 學生事務組組長 

盧青延 註冊組組長 陳俊汕 總務組組長 

朱健松 課務組組長（新任） 謝崧熙 推廣教育組組長 

鄭榮輝 招生與出版組組長 黃傳欽 蘭潭校區進修推廣組組長
（新任） 

陳麗芷 民雄校區教務組組長 

電子計
算機中
心 

洪燕竹 主任 

唐榮昌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楊曼萍 資訊網路組組長 

學生
事務
處 

周世認 學生事務長（新任） 陳宗和 諮詢服務組組長 

張瑞發 生活輔導組組長 李龍盛 系統研發組組長 

侯金日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沈意清 遠距教學組組長 

陳桐榮 衛生保健組組長 

秘書

室 

侯嘉政 主任秘書（新任） 

吳光名 民雄校區學生事務組組長 林彩玉 綜合業務組組長 

楊美莉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組長 謝婉雯 公共關係組組長 

曾迎新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馮淑慧 校友聯絡組組長 

總 

務 

處 

陳清田 總務長 

體育

室 

成和正 主任 

張 雯 文書組組長 鍾宇政 教學活動組組長 

吳子雲 事務組組長 黃朝嘉 場地器材組組長 

林金龍 出納組組長 蘇耿賦 訓練競賽組組長 

羅允成 營繕組組長（代理） 

會計

室 

吳瑞紅 主任 

李春壽 保管組組長 江瑞珠 組長 

許文權 民雄校區總務組組長 羅秀鳳 組長 

研究發展
處 

曾慶瀛 研發長 王佳妙 組長 

謝佳雯 學術發展組組長 
人事

室 

沈德蘭 主任 

吳思敬 技術合作組組長 鍾家政 組長 

夏滄琪 校務企劃組組長 楊俊庭 組長 

陳政見 處長 吳靜芬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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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
就業
輔 導 處 

 

語言中
心 

蔡秀純 實習組組長 吳俊雄 華文組組長 

陳明聰 地方教育輔導組組長 鄭斐文 外文組組長 

蘇文清 就業輔導組組長 劉淑敏 綜合事務組組長 

劉馨珺 輔導教師 安全中心 

校園環境 

陳清田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主
任 

圖書

館 

吳煥烘 館長 陳俊德 環境保護組組長 

劉秀玉 採編組組長 何坤益 職業安全衛生組組長 

廖以民 典藏組組長 
業發展中

心 

族教育及
產 

台灣原住
民 

洪進雄 中心主任 

潘淑惠 閱覽組組長 王進發 產業發展及推廣組組長 

葉晴辰 系統資訊組組長 孫麗卿 教育培訓及推廣組組長
（新任） 

張淑儀 民雄圖書分館主任 軍訓室 葉論昶 主任 

師資
培育
中心 

劉祥通 主任（新任）   蔡憲昌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珊華 課程組組長（新任）   陳聖謨 實驗附小校長 

王瑞壎 行政組組長（新任）   蔣宗哲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技術移
轉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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