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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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子敬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2 班級導師 陳政彥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3 班級導師 蔡忠道 

人文藝術學院 中文系     4 班級導師 馮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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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班級導師 張淑儀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2 班級導師 黃淑瑛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3 班級導師 莊閔惇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4 班級導師 林麗娟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1 班級導師 王莉雰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2 班級導師 蔡雅琴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3 班級導師 郭珮蓉 

人文藝術學院 外語系     4 班級導師 郭怡君 

人文藝術學院 音樂系     
 

主任導師 曾毓芬 

人文藝術學院 音樂系     1 班級導師 張得恩 

人文藝術學院 音樂系     2 班級導師 丁心茹 

人文藝術學院 音樂系     3 班級導師 陳虹苓 

人文藝術學院 音樂系     4 班級導師 陳千姬 

人文藝術學院 應用歷史系 
 

主任導師 池永歆 

人文藝術學院 應用歷史系 1 班級導師 凃函君 

人文藝術學院 應用歷史系 2 班級導師 詹士模 

人文藝術學院 應用歷史系 3 班級導師 談珮華 

人文藝術學院 應用歷史系 4 班級導師 吳建昇 

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系     
 

主任導師 廖瑞章 

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系     1 班級導師 謝其昌 

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系     2 班級導師 張家瑀 

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系     3 班級導師 周沛榕 

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系     4 班級導師 胡惠君 

生命科學院   院長 朱紀實 

生命科學院 水生系     
 

主任導師 陳哲俊 

生命科學院 水生系     1 班級導師 郭建賢 

生命科學院 水生系     2 班級導師 賴弘智 

生命科學院 水生系     3 班級導師 董哲煌 

生命科學院 水生系     4 班級導師 陳淑美 

生命科學院 生化系     
 

主任導師 廖慧芬 

生命科學院 生化系     1 班級導師 張心怡 

生命科學院 生化系     2 班級導師 魏佳俐 

生命科學院 生化系     3 班級導師 陳瑞傑 



生命科學院 生化系     4 班級導師 吳游源 

生命科學院 生資系     
 
主任導師 鍾國仁 

生命科學院 生資系     1 班級導師 劉以誠 

生命科學院 生資系     2 班級導師 林政道 

生命科學院 生資系     3 班級導師 呂長澤 

生命科學院 生資系     4 班級導師 陳宣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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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至佑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2 班級導師 陳志誠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3 班級導師 林淑美 

生命科學院 食科系     4 班級導師 翁義銘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主任導師 翁博群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1 班級導師 金立德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1 班級導師 陳俊憲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2 班級導師 吳進益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2 班級導師 陳立耿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3 班級導師 莊晶晶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3 班級導師 蔡宗杰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4 班級導師 翁炳孫 

生命科學院 微藥系     4 班級導師 黃襟錦 

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師範學院 幼教系     
 
主任導師 鄭青青 

師範學院 幼教系     1 班級導師 何祥如 

師範學院 幼教系     2 班級導師 簡美宜 

師範學院 幼教系     3 班級導師 宣崇慧 

師範學院 幼教系     4 班級導師 賴孟龍 

師範學院 特教系     
 
主任導師 林玉霞 

師範學院 特教系     1 班級導師 吳雅萍 

師範學院 特教系     2 班級導師 張美華 

師範學院 特教系     2 班級導師 簡瑞良 

師範學院 特教系     3 班級導師 唐榮昌 

師範學院 特教系     4 班級導師 陳偉仁 

師範學院 教育系     
 
主任導師 洪如玉 

師範學院 教育系     1 班級導師 陳佳慧 

師範學院 教育系     2 班級導師 王清思 

師範學院 教育系     3 班級導師 劉文英 

師範學院 教育系     4 班級導師 陳美瑩 

師範學院 輔諮系     
 
主任導師 曾迎新 

師範學院 輔諮系     1 班級導師 李鈺華 

師範學院 輔諮系     2 班級導師 朱惠英 

師範學院 輔諮系     3 班級導師 高之梅 



師範學院 輔諮系     4 班級導師 楊育儀 

師範學院 數位系     
 
主任導師 朱彩馨 

師範學院 數位系     1 班級導師 李佩倫 

師範學院 數位系     2 班級導師 林菁 

師範學院 數位系     3 班級導師 黃國鴻 

師範學院 數位系     4 班級導師 王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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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瑛蓮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2 班級導師 陳昭宇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3 班級導師 林威秀 

師範學院 體健休系   4 班級導師 丁文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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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祥 

理工學院 土木系     2 班級導師 吳南靖 

理工學院 土木系     3 班級導師 蔡東霖 

理工學院 土木系     4 班級導師 周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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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昇利 

理工學院 生機系     1 班級導師 連振昌 

理工學院 生機系     2 班級導師 楊朝旺 

理工學院 生機系     3 班級導師 張智雄 

理工學院 生機系     4 班級導師 吳德輝 

理工學院 資工系     
 
主任導師 盧天麒 

理工學院 資工系     1 班級導師 王智弘 

理工學院 資工系     2 班級導師 許政穆 

理工學院 資工系     3 班級導師 王皓立 

理工學院 資工系     4 班級導師 李龍盛 

理工學院 電物系     
 
主任導師 許芳文 

理工學院 電物系     1 班級導師 余昌峰 

理工學院 電物系     2 班級導師 陳思翰 

理工學院 電物系     3 班級導師 蔡明善 

理工學院 電物系     4 班級導師 洪一弘 

理工學院 電機系     
 
主任導師 甘廣宙 

理工學院 電機系     1 班級導師 徐超明 

理工學院 電機系     2 班級導師 謝宏毅 

理工學院 電機系     3 班級導師 謝奇文 

理工學院 電機系     4 班級導師 陳志忠 

理工學院 機械系     
 
主任導師 張烔堡 

理工學院 機械系     1 班級導師 張中平 

理工學院 機械系     2 班級導師 吳佳璟 



理工學院 機械系     3 班級導師 林肇民 

理工學院 機械系     4 班級導師 翁永進 

理工學院 應化系     
 
主任導師 梁孟 

理工學院 應化系     1 班級導師 連經憶 

理工學院 應化系     2 班級導師 邱秀貞 

理工學院 應化系     3 班級導師 陳清玉 

理工學院 應化系     4 班級導師 黃正良 

理工學院 應數系     
 
主任導師 嚴志弘 

理工學院 應數系     1 班級導師 林仁彥 

理工學院 應數系     1 班級導師 陳琴韻 

理工學院 應數系     2 班級導師 陳榮治 

理工學院 應數系     2 班級導師 鄭富國 

理工學院 應數系     3 班級導師 陳昇國 

理工學院 應數系     3 班級導師 彭振昌 

理工學院 應數系     4 班級導師 吳忠武 

理工學院 應數系     4 班級導師 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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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柏璋 

農學院 木設系     2 班級導師 李世豪 

農學院 木設系     3 班級導師 王怡仁 

農學院 木設系     4 班級導師 蘇文清 

農學院 生農系     
 
主任導師 吳希天 

農學院 生農系     1 班級導師 張岳隆 

農學院 生農系     2 班級導師 陳鵬文 

農學院 生農系     3 班級導師 李互暉 

農學院 生農系     4 班級導師 何一正 

農學院 動科系     
 
主任導師 吳建平 

農學院 動科系     1 班級導師 連塗發 

農學院 動科系     2 班級導師 呂鳴宇 

農學院 動科系     3 班級導師 趙清賢 

農學院 動科系     4 班級導師 楊卓真 

農學院 景觀系     
 
主任導師 江彥政 

農學院 景觀系     1 班級導師 陳本源 

農學院 景觀系     2 班級導師 周士雄 

農學院 景觀系     3 班級導師 黃柔嫚 

農學院 景觀系     4 班級導師 張高雯 

農學院 森林系     
 
主任導師 林金樹 

農學院 森林系     1 班級導師 趙偉村 

農學院 森林系     2 班級導師 黃名媛 

農學院 森林系     3 班級導師 劉建男 



農學院 森林系     4 班級導師 廖宇賡 

農學院 植醫系     
 
主任導師 郭章信 

農學院 植醫系     1 班級導師 王進發 

農學院 植醫系     2 班級導師 林志鴻 

農學院 植醫系     3 班級導師 黃健瑞 

農學院 植醫系     4 班級導師 蔡文錫 

農學院 園藝系     
 
主任導師 沈榮壽 

農學院 園藝系     1 班級導師 張洦滄 

農學院 園藝系     2 班級導師 徐善德 

農學院 園藝系     3 班級導師 江一蘆 

農學院 園藝系     4 班級導師 詹國靖 

農學院 農藝系     
 
主任導師 侯新龍 

農學院 農藝系     1 班級導師 許育嘉 

農學院 農藝系     1 班級導師 蔡元卿 

農學院 農藝系     2 班級導師 廖成康 

農學院 農藝系     3 班級導師 侯金日 

農學院 農藝系     4 班級導師 曾信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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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賢 

管理學院 生管系     2 班級導師 沈永祺 

管理學院 生管系     3 班級導師 張景行 

管理學院 生管系     4 班級導師 盧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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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觀光系 
 
主任導師 鄭天明 

管理學院 行銷觀光系 1 班級導師 張淑雲 

管理學院 行銷觀光系 2 班級導師 劉瓊如 

管理學院 行銷觀光系 3 班級導師 蕭至惠 

管理學院 行銷觀光系 4 班級導師 林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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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瑞娟 

管理學院 財金系     2 班級導師 蔡柳卿 

管理學院 財金系     3 班級導師 吳宗哲 

管理學院 財金系     4 班級導師 許明峰 

管理學院 資管系     
 
主任導師 施雅月 

管理學院 資管系     1 班級導師 陶蓓麗 

管理學院 資管系     2 班級導師 張宏義 



管理學院 資管系     3 班級導師 戴基峰 

管理學院 資管系     4 班級導師 林土量 

管理學院 應經系     
 
主任導師 張光亮 

管理學院 應經系     1 班級導師 李佳珍 

管理學院 應經系     2 班級導師 潘治民 

管理學院 應經系     3 班級導師 林億明 

管理學院 應經系     3 班級導師 陳麗花 

管理學院 應經系     4 班級導師 楊琇玲 

管理學院 應經系     4 班級導師 謝志忠 

獸醫學院   院長 周世認 

獸醫學院 獸醫系     
 
主任導師 蘇耀期 

獸醫學院 獸醫系     1 班級導師 林春福 

獸醫學院 獸醫系     1 班級導師 張耿瑞 

獸醫學院 獸醫系     2 班級導師 郭鴻志 

獸醫學院 獸醫系     2 班級導師 羅登源 

獸醫學院 獸醫系     3 班級導師 張志成 

獸醫學院 獸醫系     3 班級導師 黃漢翔 

獸醫學院 獸醫系     4 班級導師 楊瑋誠 

獸醫學院 獸醫系     4 班級導師 詹昆衛 

獸醫學院 獸醫系     5 班級導師 張銘煌 

獸醫學院 獸醫系     5 班級導師 賴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