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人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工學院(含工科博) 2 何○民 馬○仁

黃○光 吳○和 董○雯 侯○權 駱○ 高○原 蘇○焜 王○湖 鍾○漢 林○雄

田○誠 李○坤 顏○慶

機械工程學系 9 楊○龍 陳○宏 林○儀 徐○源 許○結 陳○福 蔡○章 陳○一 葉○勳

光機電學士學位學程 1 康○倫

電子工程學系 5 李○進 賴○惠 高○煌 許○仁 余○民

管理學院(含科管博) 2 尹○銘 韓○惠

工業管理學系 7 劉○泰 魏○建 林○華 陳○欽 莊○晞 張○才 馬○

科技管理學系 4 賀○行 楊○隆 陳○文 賴○軒

徐○訓 裴○ 鄧○兆 田○文 葉○朗 吳○輝 王○哲 莊○慎 趙○ 鄧○琳

許○萍

國企 & 管進 4 江○慧 羅○丰 劉○玲 鄧○貞

財務管理學系 6 李○莉 余○順 謝○莊 郭○宏 蔣○中 謝○真

運輸科技與物流管理學系 5 陳○華 楊○杰 蕭○玲 卓○仁 張○彥

人文社會學院 1 魏○慧

外國語文學系 6 陳○書 林○明 范○宇 黃○霞 傑○路德劉○雯

應用日語學系 6 簡○花 王○文 廖○淑 魏○珍 楊○雲 加○稔人

行政管理學系 8 曾○元 胡○沛 張○儀 羅○ 石○國 廖○興 葉○楠 黃○敏

語言中心 8 林○言 林○美 王○麗 林○佩 張○如 莊○慧 戴○芬 余○敏

田○正 鍾○禾 陳○玲 何○妃 黃○惠 林○琪 趙○芝 唐○蘭 施○婷 龔○玲

楊○章

建築與都市計畫學系 8 王○民 閻○勤 楊○玲 解○年 林○欽 戴○芳 蔡○穎 李○甫

景觀建築學系 4 李○樵 李○雪 蕭○泉 陳○祺

營建管理學系 1 楊○麒

苟○煥 李○舲 劉○杰 呂○宗 陳○ 范○威 徐○興 廖○濤 張○偉 張○榮

陳○嵐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7 廖○晴 黃○蓴 李○瑜 石○方 巫○紘 翁○惠 李○倫

資訊學院 1 鄭○悅

許○賢 梁○國 游○明 連○昌 吳○全 鄭○炫 張○智 歐○雯 黃○軒 陳○宏

石○玲 俞○武 李○興 周○勳 王○鑫 顏○泰

資訊管理學系 10 王○良 應○雄 吳○瑩 周○苹 王○華 羅○駿 柯○謙 李○中 邱○裕 吳○玉

生物資訊學系 6 吳○賢 侯○松 張○玫 董○樺 黃○燕 林○陽

觀光學院 1 蔡○秀

餐旅管理學系 7 王○杰 羅○ 朱○仁 陳○莉 陳○鈴 施○惠 王○媛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理學系 7 鄧○兆 陳○苓 張○文 戴○儷 蔡○旭 李○恭 傅○麗

觀光與會展學系 4 詹○螢 王○幸 林○文 吳○縈

林○國 曾○郎 劉○甄 葉○慧 張○琦 彭○渝 謝○雄 陳○如 林○鴻 邵○平

曾○如

秘書室 1 劉○琪

研發處 2 黃○琳 曾○惠

圖資處 4 李○霖 吳○翔 王○秀櫻陳○蓉

招生處 1 賴○蓮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2 張○珠 黃○

推廣教育處 1 温○俊

教務處 1 書○蕾

學務處 4 韋○德 黃○文 陳○蓁 蔡○君

總務 9 白○剛 陳○傑 陳○龍 陳○均 鄭○椿 王○文 曾○均 洪○宜 邱○福

尚未完成風險屬性評估及自主投資選擇之教職員名單

製表日期：107年6月4日(一)

電機工程學系 13

企業管理學系 11

通識教育中心 11

土木工程學系 11

資訊工程學系 16

體育室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