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108年度資深教職員工核定名冊

序號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姓名 職稱 請頒年屆
1 教務處 註冊組 賴麗純 組長 30年
2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林國知 教授 20年
3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楊慶隆 教授 20年
4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彭勝龍 教授 20年
5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張菁華 教授 20年
6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馬遠榮 教授 20年
7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翁若敏 教授 20年
8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柯學初 教授 20年
9 理工學院 化學系 錢嘉琳 教授 20年
10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周世杰 教授 20年
11 理工學院 化學系 何彥鵬 教授 20年
12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梁金盛 教授 20年
13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簡梅瑩 教授 20年
14 藝術學院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萬煜瑤 教授 20年
15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系 黎德星 教授 20年
16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華文文學系 許又方 教授 20年
17 環境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許世璋 教授 20年
18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胡鍇 副教授 20年

19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王廷升 副教授 20年

20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華文文學系 許子漢 副教授 20年
2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英美語文學系 蔡淑芬 副教授 20年
22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程克雅 副教授 20年
23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歷史學系 許育銘 副教授 20年
24 花師教育學院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尚憶薇 副教授 20年
25 花師教育學院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林嘉志 副教授 20年
26 環境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吳海音 副教授 20年
27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 李同龢 助理教授 20年
28 圖書資訊處 網路管理組 李宇峰 研究助理 20年
29 圖書資訊處 校務系統組 陸錫峯 助理程式設計師 20年
30 學生事務處 畢業生及校友輔導組 周柄宏 組員 20年
31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許嫦雯 護理師 20年
32 總務處 文書組 趙文玲 組員 20年
33 總務處 保管組 崔華武 組員 20年
34 圖書資訊處 綜合業務組 劉柏汎 技術師 20年
35 藝術學院 戴麗雯 助理 20年
36 理工學院 化學系 陳麗珠 助理 20年
37 總務處 營繕組 陳永樹 技工 20年
38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李明龍 教授 10年
39 管理學院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吳宗瓊 教授 10年
40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李崗 教授 10年
41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劉耿銘 副教授 10年
42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劉承邦 副教授 10年
43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袁大鈞 副教授 10年
44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英美語文學系 嚴愛群 副教授 10年

45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財經法律研究所暨法律學
士學位學程

張郁齡 副教授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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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花師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蘇育代 副教授 10年
47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蕭義龍 副教授 10年
48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劉英和 副教授 10年
49 藝術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系 廖慶華 副教授 10年
50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言中心 陳長慶 專案講師 10年
51 共同教育委員會 體育中心 林國華 專案講師 10年
52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陸彥妙 助理 10年
53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言中心 陳玫琴 助理 10年
54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葉俊良 校安人員 10年
55 圖書資訊處 網路管理組 楊志偉 技術師 10年
56 圖書資訊處 圖資服務組 陳昱佐 助理 10年
57 圖書資訊處 採訪編目組 劉瓊芳 助理 10年
58 教學卓越中心 課程與科技組 王立凡 助理 10年
59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歷史學系 蔡語宸 助理 10年
60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陳素琳 助理 10年
61 花師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邱瀞瑩 助理 10年
62 總務處 環保組 許智翔 助理 10年
63 總務處 事務組 鄭咸嘉 專案助理 10年
64 總務處 文書組 莊子瑩 專案助理 10年
65 總務處 出納組 李碧蓮 專案助理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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