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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會計室 歲計組、會計組、審核組 

人事室 第一組、第二組 

語言中心 外文組、華文組、綜合事務組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附屬小學 

創新育成中心 技術移轉中心 

師範學院 

1.教育學系：學士班（國小教育組、中等教育組）\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2.輔導與諮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3.體育學系：學士班\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碩士班 

4.特殊教育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 

5.幼兒教育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 

6.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學士班\教育科技研究
所碩士班 

7.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8.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9.數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10.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1.特殊教育中心2.幼兒教育中心 3.科學教育中心 4.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5.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6.輔導與
諮詢學系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7.中小學校長、教師
暨文教人員成長中心 8.教學發展中心 

人文藝術學院 

1.中國文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 

2.美術學系：學士班\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3.史地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 

4.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英語教學組）：學士
班、碩士班 

5.音樂學系：學士班 6.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碩
士班 

人文藝術中心、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管理學院 

1.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應用經
濟學系 

3.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生
物事業管理學系 

4.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5.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1.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2.休閒管理研究中心 

3.農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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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1.農藝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農藝系 

2.園藝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園藝系 

3.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
森林系 

4.林森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5.動物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6.獸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7.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8.景觀學系 

9.農學研究所博士班 

10.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 

1.農業推廣中心2.動物試驗場 3.園藝技藝中心 4.農
藝場5.園藝場 6.社口實驗林場 7.木材利用工廠 8.

動物醫院 

理工學院 

1.應用物理學系：學士班\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
士班 

2.應用化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 

3.應用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4.資訊工程系（所）：學士班、碩士班 

5.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二年
制生物機工程系 

6.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
二年制土木與水資源工程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 

7.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1.生物機電實習工廠 2.數位資訊中心 3.毒物研究中
心4.土木防災中心5.自動化研究中心6.光電研究中
心 

生命科學院 

1.食品科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食品
科學系 

2.水生生物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水
產養殖系 

3.生物資源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二年制植
物保護系 

4.分子與生物化學系：學士班\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
班 

5.微生物與免疫學系：學生班、碩士班 

6.生物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1.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發展中心 

2.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 

學術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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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額編制 

編      制      員    額 
核定年度 

教師 職員 駐衛警 技工 工友 合  計 

89 年 03 月 553 154 12 13 79 811 

95 年 06 月 642 167 12 23 42 886 

 

貳、教師結構 

職  稱 小  計 
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百分比 

教授 101 

副教授 154 

助理教授 133 82.24 

講師  84   

 

參、各單位主管 

 一、行政單位及各學院 

本 職 姓 名 聘 兼 職 務 

教授 古森本 副校長 

教授 王以仁 副校長 

教授 艾 群 教務長 

教授 丁志權 學生事務長 

副教授 周良勳 總務長 

教授 周世認 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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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吳煥烘 圖書館館長 

教授 曾慶瀛 研究發展處處長 

教授 陳政見 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 

副教授 侯嘉政 進修推廣部主任 

教授 王金成 體育室主任 

總教官 葉論昶 軍訓室主任 

副教授 洪燕竹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教授 林淑玲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教授 蔡憲昌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副教授 陳聖謨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教授 洪進雄 台灣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主任 

教授 沈添鉦 語言中心主任 

教授 李新鄉 師範學院院長 

教授 劉豐榮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教授 黃柏農 管理學院院長 

教授 古森本 農學院院長 

教授 艾  群 理工學院院長 

教授 邱義源 生命科學院院長 

人事室主任 李少華  

會計主任 吳瑞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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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所（中心）主管 

院 別 系   所  （ 中 心 ） 別 主管姓名 備註（起聘） 

教育學系含國民教育研究所 周立勳教授 （90.08.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吳芝儀副教授 （93.08.01） 

體育學系含體育與健康休閒研所 黃清雲教授 （89.08.01） 

特殊教育學系（所） 謝建全教授 （94.08.01） 

幼兒教育學系（所） 簡美宜副教授 （94.08.01） 

家庭教育研究所 吳芝儀副教授 （94.08.01） 

教育科技研究所 林菁教授 （90.08.01）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李新鄉教授 （90.08.01） 

數學教育研究所 楊德清教授 （93.08.01） 

科學教育研究所 楊德清教授 （93.08.01） 

特殊教育中心 謝建全教授 （94.08.01） 

幼兒教育中心 簡美宜副教授 （94.08.01）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吳芝儀副教授 （94.08.01） 

科學教育中心 楊德清教授 （93.08.01） 

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 黃財尉助理教授 （94.05.01） 

師

範

學

院 

特別助理 黃月純助理教授 （93.08.01） 

中國文學系（所） 徐志平教授 （92.08.01） 

外國語言學系 陳淑嬌教授 （93.08.01） 

史地學系（所） 李明仁副教授 （94.08.01）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音樂學系 劉榮義教授 （9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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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含視覺藝術研究所 王源東副教授 （93.08.01） 

企業管理學系含管理研究
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 

蔡渭水教授 （92.08.01） 

應用經濟學系 林啟淵教授 （92.08.01）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許應哲教授 （93.08.01）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黃柏農教授 （94.08.01） 

資訊管理學系 陶蓓麗教授 （92.08.01）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陶蓓麗教授 （93.08.01） 

休閒管理研究中心 吳宗瓊教授 （93.08.01） 

農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 黃宗成教授 （94.08.01） 

管

理

學

院 

特別助理 王毓敏副教授 （93.08.01） 

農藝學系 李瑞興教授 （94.08.01） 

園藝學系（所） 黃光亮教授 （92.08.01） 

森林學系 林金樹教授 （94.08.01） 

林產科學系 黃金城教授 （91.08.01） 

獸醫學系 王建雄教授 （92.08.01） 

動物科學系（所） 曾再富教授 （92.08.01） 

精緻農業學系 顏永福教授 （95.02.01） 

農學研究所 李瑞興教授 （94.08.01） 

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 黃金城教授 （91.08.01）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 顏永福教授 （95.02.01） 

農業試驗場 洪炎明教授 （94.08.10） 

農

學

院 

園藝技藝中心 徐善德講師 （9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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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中心 張平順副教授 （95.02.01） 

特別助理 楊正護教授 （95.03.01） 

應用物理學系含光電暨固態
電子研究所 

郭金美副教授 （94.08.01） 

應用化學學系 林榮流教授 （93.08.01） 

應用數學系（所） 陳嘉文教授 （91.08.0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所） 劉正川教授 （92.08.0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所） 林正亮教授 （89.08.01） 

資訊工程學系（所） 柯建全教授 （93.08.01）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 游鵬勝教授 （93.08.01） 

數位資訊中心 柯建全教授 （93.08.01） 

毒物研究中心 林榮流教授 （93.08.01） 

土木防災研究中心 陳清田副教授 （94.08.01） 

自動化研究中心 林正亮教授 （93.08.01） 

光電研究中心 郭金美副教授 （94.08.01） 

理

工

學

院 

特別助理 連振昌助理教授 （94.08.01） 

水產生物學系（所） 秦宗顯教授 （92.08.01） 

生物資源學系（所） 鍾國仁副教授 （92.08.01）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含生物科
技研究所 

周微茂教授 （94.08.01） 

應用微生物學系 蔡竹固教授 （92.08.01） 

食品科學系（所） 翁義銘教授 （94.08.01） 

生

命

科

學

院 

生物藥學研究所 蔡竹固教授 （94.08.01） 



學校概況總覽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017 

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研發中
心 

黎慶教授 （94.08.01） 

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 翁義銘教授 （94.08.01） 

特別助理 廖慧芬助理教授 （94.08.01） 

 

肆、院系所與學生人數 

本校 94 學年度日間部共設有 32個學系（其中 17 個學系含碩

士班）及 19 個獨立研究所（其中 3 個研究所含博士班），學制上

有博士班、碩士班、大學部、二技部。日間部學生共計 8613 人，

其中研究所 1534 人、大學部 6403 人、二技部 664 人、五專部

延修生 12 人。 

進修推廣部在學制上有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

技術系以及幼托專班等，各類班別之學生人數為：在職進修碩士

學位班 897 人、進修學士班 1,730 人、夜二技 491 人、幼托專班

1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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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校地及校舍面積 

  

   
校區 

蘭潭 民雄 林森 民生 
社口 
林場 

合計 

127.790452127.790452127.790452127.790452 19.93253319.93253319.93253319.932533 
校地面積 

（公頃） （含縣有地

14.380931）    

（ 含 縣 有 地

0.027919、鄉有

地 0.088061）    

4.40214.40214.40214.4021    11.199911.199911.199911.1999    117.0181117.0181117.0181117.0181    280.280.280.280.343085343085343085343085    

0.14690.14690.14690.1469  0.45930.45930.45930.4593 0.42740.42740.42740.4274 
宿舍面積 
（公頃） 

（新富、北門）     
（含埤子頭

0.0169）    

縣有地
（下路頭）

0.23850.23850.23850.2385    

 1.27211.27211.27211.2721    

小計 
（公頃） 

127.937352127.937352127.937352127.937352    19.9325319.9325319.9325319.932533333    4.86144.86144.86144.8614    11.865811.865811.865811.8658    117.117.117.117.0181018101810181    282828281111....615161516151615185858585    

校舍樓地
板面積 
（平方公

尺） 

163,519.11163,519.11163,519.11163,519.11    92795.0392795.0392795.0392795.03    35,012.4335,012.4335,012.4335,012.43    36726.1936726.1936726.1936726.19        328052328052328052328052....80808080    

運動場地 
（平方公

尺） 

33,38533,38533,38533,385    33332,9002,9002,9002,900    13,61213,61213,61213,612    15,00015,00015,00015,000        94,89794,89794,89794,897    

農場 約 10 公頃 無 無 無  約 10 公頃 

 

陸、館藏圖書資訊 

� 圖書：478,969 冊 

� 現期期刊：1,039 種（中日文 707 種，西文 332 種） 

� 資料庫：43 種（中文 4 種，西文 39 種） 

� 電子期刊：15,195 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