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傑出服務獎獲獎人員 

單位 姓名及職稱 

工管系 江行全教授 

營建系 張燕玲教授 

電機系 劉添華教授 

機械系 鄭正元教授 

◆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江維華 副校長 聘兼 建築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劉代洋 副校長 聘兼 財金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朱  瑾 副校長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劉添華 教務長 聘兼 電機系教授 107.08.01-108.01.31 

張順教 學務長 聘兼 企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魏榮宗 總務長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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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人 

事 

動 

態 

賀 

獲 
獎 
資 
訊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朱曉萍 
研發長、校務研究與 
發展中心中心主任 

聘兼 
科管所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107.08.01-108.07.31 

邱煌仁 產學長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王孟菊 國際長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黃慶東 主任秘書 聘兼 營建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黃延吉 圖書館館長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吳瑞南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中心主任 
聘兼 電機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李永祥 體育室室主任 聘兼 體育室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賴坤財 
教學資源中心 

中心主任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淑嬌 語言中心中心主任 聘兼 應外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游適宏 
人文藝術中心 

中心主任 
聘兼 人文社會學科 

教授 107.08.01-108.07.31 

游進陽 
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室室主任 聘兼 材料系副教授 107.08.01-108.01.31 

◆行政單位一級副主管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陳燿騰 副教務長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李安叡 副總務長 聘兼 營建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王丞浩 副研發長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蔡伸隆 副國際長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行政單位二級主管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簡桂彬 教務處出版組、綜
合業務組組長 聘兼 體育室教授 107.08.01-108.07.31 

張順教 學務處軍訓室主
任 兼代 企管系教授 

107.08.01 起至新任 
主任到職日止 

陳世平 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組長 聘兼 學務處教官 107.08.01-108.07.31 

陳儷今 學務處學生活動
組組長 聘兼 體育室助理教授 107.08.01-108.07.31 

王丞浩 研發處區域產學
合作中心主任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1.31 

白孟宜 研發處綜合業務
中心主任 聘兼 醫工所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蘇威年 研發處技術移轉
中心主任 聘兼 應科所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詩芸 研發處貴重儀器
中心主任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姚智原 產學營運處企業
服務中心主任 聘兼 資工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鄭欣明 圖書館系統資訊
組組長 聘兼 資工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維美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支援組組長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連國龍 計算機中心技術
諮詢推廣組組長 聘兼 電機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胡家紋 教學資源中心教
學發展組組長 聘兼 應用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助理教授 
107.08.01-108.07.31 

沈中安 教學資源中心學
習資源組組長 聘兼 電子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阮怡凱 教學資源中心創
意教學組組長 聘兼 建築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游進陽 環安室企劃組組
長 聘兼 材料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教學單位一級主管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劉志成 工程學院院長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蔡明忠 自控所所長 聘兼 自控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明志 機械系主任 聘兼 機械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顏怡文 材料系主任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楊亦東 營建系主任 聘兼 營建系教授 107.08.01-108.01.31 

李振綱 化工系主任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楊成發 電資學院院長 聘兼 電機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呂政修 電子系主任 
光電所所長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郭重顯 電機系主任 聘兼 電機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馮輝文 資工系主任 聘兼 資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欒 斌 管理學院院長 聘兼 企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林久翔 管研所所長 聘兼 工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張琬喻 財金所所長 聘兼 財金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劉顯仲 科管所所長 聘兼 科管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喻奉天 工管系主任 聘兼 工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曾盛恕 企管系主任 聘兼 企管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楊傳凱 資管系主任 聘兼 資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鄭政利 設計學院院長 聘兼 建築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施植明 建築系主任 聘兼 建築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建雄 設計系主任 聘兼 設計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黃國禎 人文社會學院院
長 聘兼 數位所教授 107.08.01-108.01.31 

高宜敏 數位所所長 
師培中心主任 聘兼 師培中心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洪紹挺 應外系主任 聘兼 應外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王維君 人文社會學科 
科主任 聘兼 人文社會學科 

副教授 107.08.01-108.01.31 

陳伯奇 
應用科技學院院
長、全球發展工程
學士學位學程主

任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阮聖彰 應科所所長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許  昕 醫學工程研究所
所長 聘兼 醫工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黃忠偉 色彩與照明科技
研究所所長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劉國讚 專利研究所所長 聘兼 專利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任務編組一級主管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廖慶榮 新竹校區籌備處
主任 聘兼 工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黃慶東 新竹校區籌備處
執行長 聘兼 營建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希舜 臺灣建築科技中
心主任 聘兼 營建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江維華 臺灣建築科技中
心執行長 聘兼 建築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李維楨 
精誠學系(不分系)
主任、應用科技學
院應用科技學程
主任 

聘兼 機械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游適宏 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 聘兼 人文社會學 

科教授 107.08.01-108.07.31 

周春芳 推廣教育中心主
任 聘兼 推廣教育中 

心管理師 107.08.01-108.07.31 

顏怡文 材料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蔡明忠 自動化及控制中
心主任 聘兼 自動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朱 瑾 奈米工程中心主
任 聘兼 材料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正誠 生態與防災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 聘兼 營建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修芳仲 光機電技術研發
中心主任 聘兼 機械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林耀煌 營造業職業災害
防治中心主任 聘兼 營建系專案教授 107.08.01-108.07.31 

楊成發 
無線通訊與電磁
相容技術研發中
心主任 

聘兼 電機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邱煌仁 電力電子技術研
發中心主任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羅乃維 資通安全研究與
教學中心主任 聘兼 資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林其禹 智慧型機器人研
究中心主任 聘兼 機械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劉代洋 台灣彩券與博彩
研究中心主任 聘兼 財金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建宇 色彩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 聘兼 色彩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黃炳照 永續能源發展中
心主任 聘兼 化工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周碩彥 物聯網創新中心
主任 聘兼 工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陳炤彰 晶圓平坦化創新
研究中心主任 聘兼 機械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李三良 寬頻通訊工業技
術研發中心主任 聘兼 電子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王靖維 電腦視覺與醫學
影像中心主任 聘兼 醫工所教授 107.08.01-108.07.31 

郭重顯 工業 4.0 中心主任 聘兼 電機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張順教 
人工智慧(AI)教
育與研發中心主
任 

聘兼 企管系教授 107.08.01-108.07.31 

花凱龍 資訊科技創新研
究中心主任 聘兼 資工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任務編組二級主管 

姓名 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 生效日期 

羅麗霞 國際事務處國際
教育組主任 聘兼 應外系 

專案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蔡伸隆 國際事務處大陸
事務組主任 聘兼 化工系副教授 107.08.01-108.07.31 

楊智琄 語言中心行政業
務組組長 聘兼 應外系助理教授 107.08.01-108.07.31 

簡嘉呈 語言中心教學組
組長 聘兼 語言中心 

專案講師 107.08.01-108.07.31 

黃齡嬌 秘書室新聞組組
長 聘兼 秘書室管理師 107.08.01-108.07.31 

◆教師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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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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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陳士勛 機械工程系助理教授 
出國研究
結束返校
復職 

107.07.01  

◆人事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曾淑芬 人事室主任 調派代 107.06.25 原職嘉義縣議
會人事室主任 

陳怡文 主計室組員 延長留職停薪 107.07.19-108.03.18 育嬰 

周偉茹 主計室行政組員 試用 107.06.19-107.09.18  

許淑貞 晶圓平坦化創新研
究中心行政組員 

試用 107.06.29-107.10.01  

賴震文 主計室助理員 試用 107.07.02-107.10.01  

趙家瑜 管理學院行政組員 試用 107.07.02-10710.01  

陳柏儒 國際事務處行政組
員 

續聘 107.08.01-107.12.31  

林威廷 機械系技術組員 聘用 107.07.09-107.12.31 試用期滿 

李尚儒 總務處助理員 聘用 107.07.09-107.12.31 試用期滿 

李慧亭 設計系技術組員 辭職 107.07.18  

 

 公務人員 107 年規定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 20 小時，請同仁務必於暑假結束前

依據下列內容修習相關課程：                                        
(一)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並以 

數位學習為優先： 
1.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 小時)。 

重 
要 
訊 
息 



2.環境教育(4 小時)。 
3.民主治理價值(5 小時)。 
(1)性別主流化：1 小時。(2)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行政中立、多元族

群文化、公民參與等：4 小時。                                    
(二)其餘 10 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數位課程資訊可參見

人事室網頁/數位學習專區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122.php) 
 

 轉知持國民旅遊卡請領休假補助費相關規定修正，請見最新版 Q&A【教育部 107

年 7月 3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098393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226,r1-1.php?Lang=zh-tw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07年 7至 8月專屬活動「夏季閱讀盛典」

訊息，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7年 7月 6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1025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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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7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095948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為方便國人使用該署建置「健康存摺」查詢「個人

健康資料」，新增「手機快速認證」方式一案，請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7

年 6月 15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088344號】 

 銓敘部函以，夫妻同為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於養育 2名以上之 3足歲以下

子女，且依規定同時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得同時請領不同子女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教育部 107年 6月 13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086895號】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臺大、臺科、師大三校聯盟)優惠措施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122.php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8226,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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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措施如下： 
A.圖書館一卡通用服務： 
為增進臺大系統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交流，將提供三校專任教職員工一卡通用之 
入館閱覽及館藏借閱服務。 
 

B.臺大系統三校接駁車及優惠停車服務： 
1.接駁車 

(1)行駛日期：106 年 2 月 20 日~106 年 12 月 31 日行駛 (上課日行駛。) 
(2)行駛路線：師大校本部→臺大→師大公館校區→臺科大→臺大→師大校本部 

2. 優惠停車 
教職員工生出示相關證件即享有三校停車優惠 
 

C.國立臺灣大學系統消費優惠 
自 104 年 12 月 1 日起提供餐廳及福利社共享消費(折扣)優惠，憑證優惠的部分 
教職員工生出示相關證件即享優惠，目前三校累計已有 116 家餐廳提供 9 折以 
上優惠，提供同仁更多福利。 
 
 

相關訊息可至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服務優惠專區查詢：

http://triangle.ntu.edu.tw/foo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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