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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

校本部 校長 江漢聲

校牧 林之鼎

學術副校長 袁正泰

使命副校長 聶達安

行政副校長 張懿云

國際與資源發展副校長 李天行

主任秘書 吳文彬 秘書室組長 陳盈良

教務處 教務長 王英洲 招生組組長 陳翠華

副教務長 蔡宗佑 註冊組組長 吉文倩
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韓千山 課務組組長 曾煥藝
外語教學資源與自學中心主任 樂麗琪 創意設計中心主任 王英洲

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 林倩妏

研發處 研發長 盧浩鈞 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主任 許瑞芬

研究管理中心主任 楊小青

產學育成中心主任 洪啓峯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國際長 李阿乙 學術交流中心主任 酈芃羽

華語文中心主任 于柏桂

國際學生中心主任 吳娟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陳若琳(代理) 生活輔導組組長
 趙崇崑

副學務長 文上賢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王翠蘭

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組長 鄭光育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組長 薛淑文

衛生保健組組長 葉玉枝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王英洲(代理)

主任導師 郭孟怡

總務處 總務長 陳慧玲(代理) 出納組組長 黃惠穎

資產組組長 李佩珍

營繕組組長 陳柏亨

事務組組長 田建菁

人事室主任 林彥廷 人事管理組組長 林惠雅

人力企劃組組長 曾淑敏

會計室會計主任 邱淑芬 會計組組長 趙曉英

歲計組組長 陳佩佩

校史室主任 克思明

公共事務室主任 鄭靜宜 公關媒體組組長 黃琦舒(代理)

校友連繫組組長 林曉音(代理)

資金室主任 陳杰昇 國內組組長 朱嘉綺

校務研究室主任 蔡偉澎

研究倫理中心主任 陳富莉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李慧玲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組長 劉席瑋

體育室主任 邱奕文(代理) 體育室教學研究組組長 陳冠旭

體育室活動競賽組組長 王建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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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場地設備組組長 謝鎮偉

法務室主任 張懿云(代理)

稽核室主任 林玠鋒(代理)

軍訓室主任 文上賢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侯藹玲(代理)

資訊中心主任 范姜永益(代理) 校務資訊一組組長 胡智勛

校務資訊二組組長 趙克剛(代理)

網路管理組組長 楊志田

教學資源組組長 顧宏達

圖書館館長 陳舜德(代理)

閱覽典藏組組長兼國璽

樓圖書館主任(兼管公博樓

圖書館)

李明

採訪編目組組長 陳智泓

參考資訊組組長 吳敏萱

期刊媒體組組長 陳素娟

推廣部主任 潘榮吉(代理)

實驗動物中心主任 陳至理 實驗動物中心組長 葉錦鴻(代理)

藝文中心主任 陳力豪 藝文中心組長 廖海廷

中國聖職單位單位代表 汪文麟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 汪文麟

聖言會單位單位代表 劉錦萍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 劉錦萍

耶穌會單位單位代表 嚴任吉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 王文芳

進修部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 林瑞德

宗教輔導中心主任 林之鼎

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卓妙如(代理)

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主任 呂慈涵

宿舍服務中心主任 黃佩鈺 綜合行政組組長 周立中

培訓關懷組組長 王絮清

教學單位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中心主任 黃孟蘭

文學院 院長 陳方中 中國文學系主任 王欣慧

歷史學系主任 陳識仁

哲學系主任 邱建碩

藝術學院 院長 馮冠超 音樂學系主任 孫樹文

副院長 孫樹文 應用美術學系主任 方彩欣

景觀設計學系主任 顏亮一

傳播學院 院長 洪雅慧 影像傳播學系主任 唐維敏

副院長 何旭初 新聞傳播學系主任 何旭初

廣告傳播學系主任 陳尚永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所長 林維國

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 游易霖

輔大之聲學校實習廣播電台台長 卓峯志

教育學院 院長 曾慶裕 體育學系主任 蔡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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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副系主任 何健章

圖書資訊學系主任 李正吉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所長 林瑞德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汪文麟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黃騰

醫學院 院長 葉炳強 醫學系主任 裴馰

行政副院長 林瑜雯 醫學系副主任 林世昌

臨床副院長 葉建宏 醫學系副主任 王嘉銓

臨床副院長 簡志誠 醫學系副主任 鄧森文

臨床副院長 劉志光 醫學系副主任 邱俊仁

臨床副院長 廖俊厚 護理學系主任 戈依莉

名譽副院長 林瑞祥 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鄭其嘉

臨床心理學系主任 林慧麗

職能治療學系主任 施以諾

呼吸治療學系主任 陸嘉真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所長 蔡怡汝
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主任 洪啓峯

生技醫藥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洪啓峯
生物醫學海量資料分析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孫建安

海量資料研究中心主任 孫建安

醫學教育中心主任 馬明傑

醫學教育中心副主任 高芷華

醫學教育中心副主任 連恒煇

臨床技術中心主任 葉建宏

臨床技術中心副主任 黃俐穎

高齡照顧資源中心主任 蕭伃伶

理工學院 院長 許見章 數學系主任 張茂盛

副院長 呂俊賢 物理學系主任 項維巍

副院長 王元凱 化學系主任 劉彥祥

副院長 蘇睿智 生命科學系主任 呂誌翼

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林昇洲

生醫暨光電跨領域研究中心主任 劉席瑋

軟體與網路多媒體研究中心主任 梅興

資訊工程學系主任 徐嘉連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所長 王元凱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梅興

創新自造發展中心主任 莊岳儒

外語學院 院長 劉紀雯 英國語文學系主任 陳碧珠

副院長 蘇文伶 德語語文學系主任 劉惠安

副院長 沈中衡 法國語文學系主任 狄百彥

西班牙語文學系主任 耿哲磊

日本語文學系主任 許孟蓉

義大利語文學系主任 沈中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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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語文學系副系主任 張孟仁

跨文化研究所所長 周岫琴

民生學院 院長 鄧之卿 食品營養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謝榮峯

餐旅管理學系主任 柯文華

兒童與家庭學系主任 涂妙如

食品科學系主任 蔡宗佑

營養科學系主任 羅慧珍

輔幼中心園長 簡志峯

織品服裝學院 院長 蔡淑梨 織品服裝學系主任 何兆華

副院長 何兆華 織品服裝學系副系主任 楊濱燦

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 林秋芳
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陳華珠
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副主任 林國棟

法律學院 院長 郭土木 法律學系主任 鍾芳樺

副院長 郭大維 財經法律學系主任 郭大維

副院長 鍾芳樺 學士後法律學系主任 張明偉

副院長 張明偉 財經法律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郭土木

社會科學院 院長 魯慧中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金毓瑋

副院長 吳宗昇 NPO管理學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吳宗昇

副院長 鄭印君 人才測評發展與職場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王思峯

社會學系主任 翁志遠

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劉一龍

經濟學系主任 彭正浩

宗教學系主任 鄭印君

心理學系主任 袁之琦

管理學院 院長 許培基 科技管理碩士學程(在職專班)主任 吳春光

副院長 郭國泰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主任 張朝清

副院長 蔡麗茹 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主任 林耀南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主任 周宗穎

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周宗穎

企業管理學系主任 楊君琦

會計學系主任 黃美祝

統計資訊系主任 黃孝雲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主任 羅烈明

資訊管理學系主任 蔡明志

商學研究所所長 陳銘芷

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主任 周宗穎

公司治理與企業倫理研究中心主任 江淑貞

雲端服務研究中心主任 黃懷陞

服務設計研究中心主任 顧宜錚

進修部 主任 林麗娟 中文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王欣慧

哲學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邱建碩

歷史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陳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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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李正吉

應美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方彩欣

日文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中村祥子

英文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劉雪珍(代理)

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許順旺

法律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黃詩婷

經濟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曹維光

宗教系進修學士班主任 鄭志明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唐維敏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楊漢琛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謝宗恒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葉佐任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曾聖益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王素珍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顧宜錚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院長 司馬忠(代理) 士林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何佳瑞

天主教史研究中心主任 洪力行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主任 雷敦龢

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祥

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黃渼婷


	工作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