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料日期：111/05/05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辦公室電話
備註:「＊」註記為非編

制職務

校長室 校長 林翰謙 05-2717100

副校長 陳瑞祥 05-2717036/7037

副校長 張俊賢 05-2717201

副校長 李鴻文 05-2717200

教務長 鄭青青 05-2717300

副教務長 楊正誠 05-2717301

註冊與課務組組長 楊玄姐 05-2717020

教學發展組組長 許雅雯 05-2717301

招生與出版組組長 賀招菊 05-2717040

綜合行政組組長 蔡任貴 05-2717030

民雄校區教務組組長 林明儒 05-2263411-1100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李佩倫 05-2717180

學務長 唐榮昌 05-2717400

副學務長 劉怡文 05-2717054

生活輔導組組長 何尚哲 05-2717050

衛生保健組組長 張耿瑞 05-2717070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陳宣汶 05-2717060

軍訓組組長 高偉比 05-2717310

民雄校區學生事務組組長 吳光名 05-2263411-1210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黃柔嫚 05-2717173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沈玉培 05-271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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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室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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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辦公室電話
備註:「＊」註記為非編

制職務

總務長 朱健松 05-2717500

副總務長 李嶸泰 05-2717177

文書組組長 張育津 05-2717090

事務組組長 邱季芳 05-2717110

出納組組長 王麗雯 05-2717120

營繕組組長 王勝賢 05-2717130

資產經營管理組組長 羅允成 05-2717140

民雄校區總務組組長 林金龍 05-2263411-1320

駐衛警察隊小隊長 朱銘斌 05-2717151

研發長 黃財尉 05-2717160

副研發長 張慶鴻 05-2717161

校務研究組組長 張慶鴻 05-2717161

學術發展組組長 楊弘道 05-2717161

綜合企劃組組長 楊詩燕 05-2717161

國際事務長 周蘭嗣 05-2717299

國際學生事務組組長 林松興 05-2717296

國際合作組組長 陳希宜 05-2717297

處長 吳瑞得 05-2732400

產學營運組組長 林義森 05-2732410

推廣教育組組長 嚴志弘 05-2732401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董哲煌 05-2717293

館長 章定遠 05-2717230

採編組組長 林彩玉 05-2717231

總務處

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處

產學營運及推

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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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辦公室電話
備註:「＊」註記為非編

制職務

典藏組組長 龔惠如 05-2717240 

閱覽組組長 鄭毓霖 05-2717237

系統資訊組組長 蔡明倫 05-2717235

民雄圖書分館主任 張智雄 05-2263411-1620

中心主任 邱志義 05-2717250

資訊網路組組長 王皓立 05-2717259

諮詢服務組組長 林楚迪 05-2717257

系統研發組組長 李龍盛 05-2717260

遠距教學組組長 邱柏升 05-2717227

中心主任 邱秀貞 05-2717137

環境保護組組長 邱秀貞 05-2717137 中心主任兼任

職業安全組組長 陳麗芷 05-2717886

主任秘書 林芸薇 05-2717005

綜合業務組組長 李宜貞 05-2717011

公共關係組組長 洪泉旭 05-2717002

主任 鍾宇政 05-2717270

體育活動組組長 林威秀 05-2717271

場地器材組組長 謝婉雯 05-2717271

訓練競賽組組長 温笙銘 05-2717271

主任 吳昭旺 05-2717210

組長 莊瑞琦 05-2717212

組長 張幸蕙 05-2717216

組長 蕭瓊芬 05-2717214

圖書館

電子計算機中

心

環境保護及安

全管理中心

秘書室

體育室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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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職務

主任 何慧婉 05-2717190

組長 蔡岱融 05-2717191

組長 張獻中 05-2717196

中心主任 廖慧芬 05-2717749

校友服務組組長 陳鵬文 05-2717748

資源發展組組長 陳志誠 05-2717749

中心主任 黃健政 05-2717382 ＊

產銷履歷驗證組 郭世榮 05-2717382 ＊

行政組組長 陳哲俊 05-2717382 ＊

有機驗證組 江一蘆 05-2717382 ＊

中心主任 黃文祿 05-2717974 ＊

無人機應用組組長 黃威仁 05-2717606 ＊

智慧科技組組長 李彥賢 05-2732894 ＊

產業發展組組長 江一蘆  05-2717758 ＊

台灣原住民族

教育及產業發

展中心

中心主任 陳清玉 05-2717075 ＊

食農產業菁英

教研中心
中心主任 黃財尉 05-2717160 ＊

社會責任推動

辦公室
主任 李鴻文 05-2717036/7037 ＊

院長 陳明聰 05-2263411-1500

副院長 劉文英 05-2263411-1503 ＊

系主任 張淑媚 05-2263411-1800

副主任 葉連祺 05-2263111-2420 ＊

人事室

校友中心

農產品驗證中

心

智慧農業研究

中心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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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辦公室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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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職務

副主任 林志鴻 05-2263411-1900 ＊

輔導與諮商學

系
系主任 張高賓 05-2263411-2600

體育與健康休

閒學系
系主任 洪偉欽 05-2263411-3000

特殊教育學系 系主任 吳雅萍 05-2263411-2300

幼兒教育學系 系主任 宣崇慧 05-2263411-2200

數位學習設計

與管理學系
系主任 王思齊 05-2263411-1510

教學專業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陳明聰 05-2263111-1500 院長兼任

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吳雅萍 05-2263411-2300

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

主任
吳雅萍 05-2263411-1833 ＊

院長 陳茂仁 05-2263411-2900

副院長 張家瑀 05-2263411-2913 ＊

中國文學系 系主任 陳政彥 05-2263411-2100

視覺藝術學系 系主任 廖瑞章 05-2263411-2800

應用歷史學系 系主任 池永歆 05-2263411-2000

外國語言學系 系主任 龔書萍 05-2263411-2150

音樂學系 系主任 陳虹苓 05-2263411-2700

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謝士雲 05-2263411-2920

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莊淑瓊 05-2263411-2018 ＊

院長 吳泓怡 05-2732801

副院長 沈宗奇 05-2732933 ＊

企業管理學系 系主任 蔡進發 05-2732821

應用經濟學系 系主任 林億明 05-2732851

師範學院所屬

中心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所屬中心

管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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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職務

生物事業管理

學系
系主任 張景行 05-2732871

資訊管理學系 系主任 張宏義 05-2732891

財務金融學系 系主任 張瑞娟 05-2732870

行銷與觀光管

理學系
系主任 張淑雲 05-2732930

管理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
執行長 王俊賢 05-2732933 ＊

學位學程主任 吳泓怡 05-2732801 院長兼任

執行長 蔡佳翰 05-2732833 ＊

管理學院所屬

中心
高齡管理研究中心主任 王明妤 05-2732880 ＊

院長 沈榮壽 05-2717600

副院長 侯新龍 05-2717442 ＊

農藝學系 系主任 莊愷瑋 05-2717380

園藝學系 系主任 徐善德 05-2717420

森林暨自然資

源學系
系主任 林金樹 05-2717460

木質材料與設

計學系
系主任 蘇文清 05-2717490

動物科學系 系主任 陳世宜 05-2717528

生物農業科技

學系
系主任 王文德 05-2717750

景觀學系 系主任 江彥政 05-2717632

植物醫學系 系主任 蔡文錫 05-2717450

學位學程主任 沈榮壽 05-2717600 院長兼任

執行長 黃健瑞 05-2717839 ＊

學位學程主任 沈榮壽 05-2717750 院長兼任

管理學院外籍

生全英文授課

觀光暨管理碩

士學位學程

農學院

農業科學博士

學位學程

農業科技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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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辦公室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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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職務

執行長 王文德 05-2717771 ＊

農場管理進修

學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侯金日 05-2717428

主任 沈榮壽 05-2717330 院長兼任

執行長 曾碩文 05-2717330 ＊

農業推廣中心主任 林明瑩 05-2717330

動物試驗場場長 李志明 05-2717521

園藝技藝中心主任 王孝雯 05-2717442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木

材利用工廠負責人
黃瑋銓 05-2717513 ＊

院長 黃俊達 05-2717700

副院長 李瑜章 05-2717405 ＊

電子物理學系 系主任 陳慶緒 05-2717910

應用化學系 系主任 李瑜章 05-2717970

應用數學系 系主任 林仁彥 05-2717860

資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葉瑞峰 05-2717740

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系主任 洪敏勝 05-2717640

土木與水資源

工程學系
系主任 陳清田 05-2717680

電機工程學系 系主任 江政達 05-2717585

機械與能源工

程學系
系主任 林肇民 05-2717560

生物機電實習工廠主任 楊朝旺 05-2717658

土木防災研究中心主任 吳振賢 05-2717681 ＊

自動化研究中心主任 黃文祿 05-2717641 ＊

產業推廣委員會執行長 05-2717955 ＊

碩士學位學程

農學碩士在職

專班

農學院所屬中

心

理工學院

理工學院所屬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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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職務

院長 陳瑞祥 05-2717930

副院長 陳政男 05-2717923 ＊

食品科學系 系主任 許成光 05-2717590

水生生物科學

系
系主任 陳淑美 05-2717840

生物資源學系 系主任 許富雄 05-2717810

生化科技學系 系主任 張心怡 05-2717781

微生物免疫與

生物藥學系
系主任 陳立耿 05-2717830

學位學程主任 陳瑞祥 05-2717932 院長兼任

執行長 蔡若詩 05-2717932 ＊

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

務中心主任
呂英震 05-2717611 ＊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

系中草藥暨微生物利用

研發中心主任

謝佳雯 05-2717798 ＊

食品科學系食品加工工

廠主任
張文昌 05-2717616 ＊

院長 張銘煌 05-2732407

副院長 賴治民 05-2732920 ＊

獸醫學系 系主任 張銘煌 05-2732918

動物醫院院長 詹昆衛 05-2732985

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

心主任
羅登源 05-2732917 ＊

公共政策研究

所
所長 李鴻文 05-2717181 副校長兼任

中心主任 陳珊華 05-2263411-1750

教育課程組組長 陳勇祥 05-2263411-1751

生命科學全英

文碩士班學位

學程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所

屬中心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所屬

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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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職務

實習輔導組組長 陳昭宇 05-2263411-1758

綜合行政組組長 陳惠蘭 05-2263411-1755

中心主任 鄭斐文 05-2717979

外語組組長 王素菁 05-2717978

華語組組長 潘彥瑾 05-2732981

綜合事務組組長 廖盈淑 05-2717977

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校長 陳明聰 05-2788002-1100

備註：欄內有「＊」註記為非編制(單位)主管職務。

師資培育中心

語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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