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單位
1號 薛富盛 校長室
2號 楊長賢 副校長室
3號 林俊良 副校長室
4號 詹富智 副校長室
5號 林金賢 秘書室
6號 梁振儒 教務處
7號 楊靜瑩 學務處
8號 蔡岡廷 總務處
9號 宋振銘 研發處
10號 張嘉玲 國際處
11號 張玉芳 文學院
12號 施因澤 理學院
13號 楊明德 工學院
14號 黃介辰 生科院
15號 陳德𤏩𤏩 獸醫學院
16號 謝焸君 管理學院
17號 李長晏 法政學院
18號 楊谷章 電資學院
19號 陳健尉 醫學院
20號 董澤平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21號 吳政憲 歷史系
22號 陳欽忠 中文系
23號 劉鳳芯 外文系
24號 朱惠足 台文所
25號 蘇小鳳 圖資所
26號 黃東陽 中文系
27號 林仁昱 中文系
28號 鄭雅銘 農藝系
29號 林慧玲 園藝系
30號 吳振發 園藝系
31號 王升陽 森林系
32號 盧崑宗 森林系
33號 吳志鴻 森林系
34號 萬鍾汶 應經系
35號 鍾光仁 植病系
36號 李敏惠 植病系
37號 黃紹毅 昆蟲系
38號 陳志峰 動科系
39號 唐品琦 動科系
40號 鄒裕民 土環系
41號 陳樹群 水保系
42號 顏國欽 食生系
43號 雷鵬魁 生機系
44號 蔡慶修 生技所
45號 林寬鋸 化學系
46號 何孟書 物理系
47號 黃文瀚 統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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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號 李渭天 應數系
49號 蔡鴻旭 資科所
50號 葉鎮宇 化學系
51號 莊敦堯 化學系
52號 孫允武 物理系
53號 余志鵬 土木系
54號 汪俊延 材料系
55號 蔡祁欽 土木系
56號 陳任之 機械系
57號 蔡銘洪 材料系
58號 陳昭亮 機械系
59號 吳天堯 機械系
60號 姜文軒 化工系
61號 林明澤 精密所
62號 莊秉潔 環工系
63號 張健忠 醫工所
64號 陳全木 生科系
65號 洪慧芝 生科系
66號 楊俊逸 生化所
67號 陳玉婷 基資所
68號 顏宏真 生科系
69號 周濟眾 獸醫系
70號 林以樂 獸病所
71號 毛嘉洪 獸醫系
72號 陳文英 獸醫系
73號 鄭菲菲 科管所
74號 卓信佑 行銷系

75號 陳家彬 企管系
76號 林建宇 運健所
77號 楊東曉 財金系
78號 莊智薰 企管系
79號 陳家榛 資管系
80號 紀信義 會計系
81號 李惠宗 法律系
82號 蔡東杰 國政所
83號 邱明斌 國務所
84號 賴永康 電機系
85號 翁芳標 通訊所
86號 張書通 光電所
87號 王行健 資工系
88號 吳俊霖 資工系
89號 王耀聰 體育室
90號 賈凡 體育室
91號 陳麗玲 生技所
92號 古淑美 國政所
93號 鄧堯銓 農資學院
94號 張文榮 事務組
95號 王春香 圖書館
96號 甘禮銘 農資學院
97號 周韻華 採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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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號 彭玉琳 營繕組
99號 邱仲賢 機械系
100號 張世拓 進中文
101號 羅姝妃 法律系
102號 黃孮瑄 森林系
103號 陳徹 法律系
104號 賴明陽 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5號 羅亦斈 應經系
106號 邱珮慈 生科系
107號 劉柏志 水保系
108號 陳柏丞 創新產業經營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9號 黃柏穎 法律系
110號 鄭方瑀 數位人文與文創產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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