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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學 年 度 新 進 專 任 教 師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戴維揚 客座教授 
余金龍 教授 
于嗣宜 助理教授 
戴國平 講師 

外國語文學系

陳文成 講師 
中國語文學系 呂宜哲 講師 
宗教學系 蔡中駿 助理教授 

文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張新鵬 助理教授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陳惠美 助理教授 

應用心理學系 黃守廉 講師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系學系 郝溪明 副教授 
張志宏 助理教授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劉原祺 副教授 

 
 
 

 人事法令及函釋                      
 

教育部函知有關教師資格送審注意事項，教師送審當時應有實際

任教事實，不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者，依法註銷教

師證書（教育部 97.7.18台學審字第 0970135153B號函） 
 
 
 

 人 事 動 態 
 
教．師．升．等 
 
  賀 法 律 系  葛祥林老師榮昇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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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年度一級主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王鼎銘 先生 視傳系教授兼 

文理學院 院長 黃運喜 先生 宗教系教授兼 

宗教學系 主任 黃運喜 先生 宗教系教授兼 

中國語文學系 主任 季旭昇 先生 中文系教授兼 

外國語文學系 主任 戴維揚 先生 外文系教授兼 

應用數學系 主任 陳璋泡 先生 應數系教授兼 

歷史學系 主任 王震邦 先生 歷史系助理教授兼

文 
理 
學 
院 

資訊科學學系 主任 陳建彰 先生 資科系助理教授兼

社會科學院 院長 林瑞欽 先生 應心系教授兼 

社會福利學系 主任 楊立華 先生 社福系助理教授兼

應用心理學系 主任 李美枝 小姐 應心系教授兼 

成人教育與人力 
發展學系 主任 林麗惠 小姐 教資系副教授兼 

社 
會 
科 
學 
院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段盛華 先生 社福系講師兼 

法律學院 院長 賴來焜 先生 法律系教授兼 
法 
律 
學 
院 法律學系 主任 賴來焜 先生 法律系教授兼 

管理學院 院長 李順成 先生 國企系教授兼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主任 郭耀昌 先生 公管系副教授兼 

國際企業學系 主任 李順成 先生 國企系教授兼 

管 
理 
學 
院 

財務金融學系 主任 彭雅惠 小姐 國企系助理教授兼

資訊傳播學院 院長 郭良文 先生 大傳系教授兼 

資訊傳播研究所 所長 郭良文 先生 大傳系教授兼 

大眾傳播學系 主任 朱旭中 小姐 大傳系助理教授兼

圖書資訊學系 主任 王美玉 小姐 圖資系副教授兼 

資 
訊 
傳 
播 
學 
院 

新聞學系 主任 何智文 先生 新聞系副教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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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主任 顧兆仁 先生 視傳系副教授兼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胡建勳 先生 資科系副教授兼 

教務處 教務長 吳烟村 先生 公管系教授兼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林至善 先生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
授兼 

總務處 總務長 林順德 先生  

圖書資訊處 圖資長 楊文灝 先生 視傳系副教授兼 

終身教育處 教育長 曾光榮 先生 國企系副教授兼 

研發室 主任 林榮輝 先生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室 主任 柯金虎 先生 中文系副教授兼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曾國修 先生 法律系講師兼 

人事室 主任 陳博錚 先生  

會計室 主任 劉昌偉 先生  

 
97學年度二級主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註冊組 組長 林聖娟 小姐 組員兼代 

課務組 組長 鄭惠月 小姐 組員兼代 

招生組 組長 胡淑媛 小姐 專員兼 

教 
務 
處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主任 蔡耀弘 先生 資科系助理教授兼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楊智荃 先生 通識中心講師兼 

生活輔導組 組長 王朝宏 先生 組員兼代 

體育衛生組 組長 陳光紫 小姐 通識中心講師兼 

學 
生 
事 
務 
處 心理諮商中心 主任 邱怡欣 小姐 應心系助理教授兼

事務組 組長 李慕湘 先生 組員兼代 

營繕維護組 組長 李瑞欣 先生 技士兼代 

保管組 組長 蘇淑蕙 小姐 組員兼代 

總 
務 
處 

出納組 組長 陳豔秋 小姐 組員兼代 

圖 讀者服務組 組長 黃文德 先生 歷史系助理教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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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資源組 組長 杜聖聰 先生 大傳系助理教授兼

管理維護組 組長 謝明勳 先生 視傳系講師兼 

書 
資 
訊 
處 

系統技術組 組長 黃志明 先生 資科系副教授兼 

進修教育中心 主任 陳昭志 先生 組員兼代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蔣佳良 先生 組員兼代 

企劃行銷組 組長 侯佳惠 小姐 專員兼 

終 
身 
教 
育   
處 行政管理組 組長 鄭郁玫 小姐 組員兼代 

秘書室 秘書 王榮聖 先生 法律系助理教授兼
 
 
 

             
 
 

資科系 蔡耀弘 老師 公管系 黃臺生 老師 秘書室 韓承敏 先生 
法律系 陳汝吟 老師 大傳系 羅之維 老師 終身教育處 陳昭志 先生 

視傳系 李健儀 老師 國企系 曾光榮 老師 中文系 陳昭伶 老師 
終身教育處 黃俊穎 先生 新聞系 張大裕 老師 外文系 謝慧瑜 小姐 
圖資處 彭子馨 小姐 應心系 李宏偉 老師 社福系 范家嘉 小姐 

學務處 陳文雅 小姐 終身教育處 鄭郁玫 小姐 會計室 何素珠 小姐 
財金系 余奕旻 老師 師培中心 趙傑夫 老師 大傳系 陳毓麒 老師 
董事會 何幸霞 小姐 法律系 蔡懷卿 老師 宗教系 根瑟馬庫斯 老師 

宗教系 鄭弘岳 老師 財金系 劉原祺 老師 學務處 李美惠 小姐 
師培中心 張馨文 老師 總務處 江菊枝 小姐 教務處 洪千棋 小姐 
 
 
 
 

                                                       
 

人事室祝各位老師、同仁們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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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慈恩精舍訂於 8月 19 日下午 5點 30 分於禮堂辦理中元普渡餐敘，

歡迎教職員工一同參加。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公告 

本校「97 學年度校內專題暨短期出國研究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至

97 年 9 月 15 日止，歡迎各位教師踴躍提出申請。本次研究計畫申請類

別分為校務發展型計畫、整合型計畫、個別型計畫及國外締結姊妹校短

期學術研究、交流、講學計畫四種。詳細申請說明，請詳見本校研發室

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