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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單位主管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備註 

邱建國 工程學院副院長 聘兼 營建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廖顯奎 電資學院副院長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林久翔 管理學院副院長 聘兼 工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郭俞麟 機械工程系副系主任 聘兼 機械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鴻銘 營建工程系副系主任 聘兼 營建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何明樺 化學工程系副系主任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馬自莊 電機工程系副系主任 聘兼 電機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林淵翔 電子工程系副系主任 聘兼 電子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鄭正元 
高速 3D 列印研究中心

主任 
聘兼 機械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任務編組 

朱  瑾 
金屬玻璃鍍層技術與

應用中心主任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任務編組 

陳正誠 
生態與防災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 
免兼 營建工程系教授 107.08.01 任務編組 

楊亦東 
生態與防災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 
聘兼 營建工程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任務編組 

107 年 08 月 15 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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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林銘煌 設計系教授 新聘 107.08.01  

何嘉浚 營建系副教授 新聘 107.08.01  

葉禮賢 化工系副教授 新聘 107.08.01  

鄭司維 
設計系副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 
新聘 107.08.01  

黃博聖 數位所副教授 新聘 107.08.01  

曾修暘 機械系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  

蔡孟霖 材料系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  

蕭博謙 營建系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  

葉旻鑫 化工系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  

余能豪 設計系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  

胡家紋 
應用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  

王志逢 
應科所 

師資儲備專案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莊子毅 
營建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羅一峰 
電機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張建國 
電機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HUY NAM CHU 

(朱輝南) 

電機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陳冠宇 
資工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林奇臻 
人文社會學院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湯梓辰 
應科所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陳衍任 
專利所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陳怡永 
色彩所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胡國瑞 
色彩所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TIAGO COSTA 
建築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3-1080731  

蔡孟涵 
營建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6-1080731  

莊英吉 建築系專案副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鄧伊茹 工程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Ardila Hayu 

Tiwikrama 
化工系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蕭鈞毓 電機系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陳厚揚 建築系專案講師 新聘 1070801-1080731  

蕭勝文 設計系專案講師 新聘 1070801-1080731  

謝雅文 語言中心專案講師 新聘 1070801-1080731  

簡嘉呈 語言中心專案講師 新聘 1070801-1080731  



Edward Ho Yu 

Tat (何友達) 
研發處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1-1080731  

林孫鵬 機械系專案講師 新聘 1070802-1080731  

駱妍汎 化工系專案講師 新聘 1070806-1080731  

Iman 

Adipurnama 
工程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70807-1080731  

Adrian 

Ioinovici 

電子系專案教授 

(榮譽講座) 
新聘 1070809-1080731  

洪立昌 工程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續聘 1070801-1080731  

Duc-Thang Vo 工程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續聘 1070801-1080731  

林耀煌 營建系專案教授 續聘 1070801-1080731  

蔡幸致 營建系專案副教授 續聘 1070801-1080731  

王淑玲 化工系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90731  

林智慧 化工系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90731  

林政憲 電子系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80731  

劉浚宇 電子系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80731  

吳惠萍 
建築系專案助理教授級

專家 
續聘 1070801-1090731  

林時旭 
設計系專案助理教授級

專家 
續聘 1070801-1090731  

施皇旭 設計系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90731  

羅麗霞 應用外語系專案副教授 續聘 1070801-1090731  



陳忠誠 體育室專案助理教授 續聘 1070801-1090731  

孫千嵐 體育室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90731  

楊正群 體育室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90731  

周宗豪 體育室專案講師 續聘 1070801-1090731  

朱義旭 
應科所專案教授 

(榮譽講座) 
續聘 1070801-1090731  

今榮東洋子 
應科所專案教授級專家 

(榮譽講座) 
續聘 1070801-1090731  

蔡玫馨 語言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續聘 1070801-1080731  

Aaron 

Calbreath 

Frasieur 

語言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續聘 1070801-1080731  

施俊揚 
臺灣建築科技中心專案

助理教授 
續聘 1070801-1080731  

周宜雄 研發處專案教授 續聘 1070801-1090731  

恒勇智 研發處專案教授級專家 續聘 1070801-1090731  

王瑩 研發處專案副教授 續聘 1070524-1080731  

梁書豪 研發處專案助理教授 續聘 1070801-1090731  

吳乾彌 電子工程系教授 退休 107.08.01  

陳志南 營建工程系副教授 退休 107.08.01  

鄭金典 設計系副教授 退休 107.08.01  



陳在相 電機工程系教授 退休 107.08.01  

王有禮 資訊管理系教授 退休 107.08.01  

蔡孟蓉 數位所教授 離職 107.08.01  

黃育熙 機械系副教授 離職 107.08.01  

鍾俊輝 機械系副教授 離職 107.08.01  

張欣怡 數位所副教授 離職 107.08.01  

黃大源 資工系助理教授 離職 107.08.01  

吳榮宸 光電所專案講師 離職 1070801  

陳冠成 光電所專案講師 離職 1070801  

陳嘉萍 
建築系專案助理教授級

專家 
離職 1070801  

莊絢淳 設計系專案講師 離職 1070801  

羅 明 
色彩與照明科技研究所

專案教授 
離職 1070801  

黃子玲 語言中心專案講師 離職 1070801  

Kyle Buddy 

Sasaoka 
語言中心專案講師 離職 1070801  

潘俊仁 研發處專案助理教授 離職 1070801  

胡家紋 研發處專案助理教授 離職 1070801  

林貴彬 體育室專案講師 離職 1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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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惟中 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借調 

留職停薪 
107.08.01-111.07.31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委員  

黃崧任 機械工程系教授 
借調 

留職停薪 
107.10.01-109.09.30 

科 技 部 派 駐 俄 羅 斯
代 表 處 科 技 組 科 技
參事  

戴龑 化學工程系教授 
借調 

留職停薪 
107.09.01-109.08.31 科 技 部 駐 德 國 代 表

處科技組科技參事  

洪儒生 化學工程系教授 
借調期滿

歸建 
107.08.01  

楊亦東 營建工程系教授 
借調期滿

歸建 
107.08.01  

王有禮 資訊管理系教授 
借調期滿

歸建 
107.07.23  

         

    ◆職員、約用人員及其他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林薇樺 國際事務處行政組員 回職復薪 107.08.01 育嬰 

蘇令宜 營建系組員 留職停薪 107.08.16-108.01.30 育嬰 

洪韻茹 總務處行政組員 試用 107.07.23-107.10.22  

張永生 產學營運處行政專員 試用 107.07.31-107.10.30  

郭婉真 國際事務處行政組員 試用 107.08.01-107.10.31  

林姷妡 人事室行政組員 試用 107.08.01-107.10.31  

郭雨軒 設計系技術組員 試用 107.08.01-107.10.31  

張桂瑜 秘書室行政組員 試用 107.08.01-107.10.31  



蘇稚樺 教務處行政組員 試用 107.08.02-107.11.01  

莊喩淇 機械系行政組員 試用 107.08.02-107.11.01  

李慧亭 機械系行政組員 試用 107.08.02-107.11.01  

劉芳吟 圖書館助理員 試用 107.08.06-107.11.05  

林孫鵬 機械工程系技士 退休 107.08.02  

林右淳 秘書室行政專員 辭職 107.08.01  

 
 
 

 
 
 

  
 
 
 

◆「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已修正為「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

辦法」並修正全文；案業經考試院、行政院於 107年 6月 27日會同修正發布，請參考。 

【教育部 107年 7月 23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111658號】 

◆教育部修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參考。 

【教育部107年8月14日臺教人(一)字第1070136552號】 

◆教育部檢送銓敘部修正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申請表」及「公務人員執行

意外失能或死亡證明書」各1份，請參考。 

【教育部107年7月27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25897號】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已開始受理申請，申請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職員(公務人

員及技工、工友)，請於 107 年 9 月 17 日前至「本校人事室/表單下載/福利保險」項下下載

申請表單，填畢後送人事室辦理。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專屬主題活動「百貨商品主題特展」訊息，請同

仁參考利用。 
【教育部 107年 7月 20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120196號】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方案，經公開徵選由學思行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華藝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承作，請同仁參考利用。 

【教育部 107年 7月 31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128165號】 

◆臺中市政府為鼓勵民眾體驗行動支付消費及捐贈雲端發票，即日起舉辦「Pay Bar!雲端發

票」網路推廣活動，請同仁踴躍參與。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107年 8月 13日中市稅企字第 1070500320號】 

重
要
訊
息 

法
規
宣
導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71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71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71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71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713,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714,r1-1.php?Lang=zh-tw


 
 
 
 
 
 
 
 
 
 
 
 
 
 
 
 
 
 
 
 
 
 
 
 
 
 
 
 
 

◆員工協助方案~詳情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查詢~ 

＊服務對象：本校教職員工、駐衛警、校務基金聘僱人員 

＊辦理單位：本校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人事室。 

＊服務內容： 

(1)個人層次： 

工作 心理健康 法律諮詢 

參與建議制度 現有社會資源 現有社會資源 

知識系統網站 校內專業諮商 法律顧問諮詢 

提升職能研習 心理健康講座 因公涉訟輔助 

理財諮詢 醫療保健 其他 

稅務諮詢宣導 自我健康管理 婚喪喜慶服務 

投資理財講座 保健醫療講座 員工社團活動 
 

教職員健康檢查 員工文康活動 

(2)組織層次： 

組織面 

組織變革管理、重大壓力事件管理、績效改善等 

管理面 

領導統御、危機處理、團隊建立、協助轉介等 

＊外部好站連結 

工作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糧倉網 

心理健康 
社團法人生命線協會、董氏基金會華文心理健康網 

張老師全校資訊網、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法律諮詢 法務部法律諮詢資源、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理財諮詢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節稅秘笈、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醫療保健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 

其他 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資訊網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http://student2.ntust.edu.tw/files/11-1021-119.php?Lang=zh-tw
http://student2.ntust.edu.tw/files/11-1021-118.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home.php
http://psf.nchu.edu.tw/OfficialGranary/index.jsp
http://www.lifeline.org.tw/
http://www.etmh.org/
http://www.1980.org.tw/web3-20101110/main.php?customerid=3
http://www.heart.net.tw/health/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3538&CtNode=27961&mp=001
http://www.laf.org.tw/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web/ETW118W/VIEW/408
https://www.ntbt.gov.tw/etwmain/
http://health99.hpa.gov.tw/Default.aspx
https://wlb.mol.gov.tw/Page/index.aspx
http://health.hpa.gov.tw/ISHAHHIT/ISHAHHIT/Pages/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