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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期間：102-10-14 ∼ 102-11-14
 

上一筆 (44/83) 下一筆

創稿文號：1021204533 公文－函 電子簽核

收發文號：1020017207 收發日期：102-10-09
分類號：4001 保存年限：永久

承辦單位：人事管理組 承辦人：劉玉芳

密等：普通 速別：普通件

聯絡人：劉玉芳 聯絡電話：02-29052317
電子信箱：029472@mail.fju.edu.tw 傳真電話：02-29086210
來文日期： 來(發)文文

號：
輔校人字第1020017207號

來(發)文機
關：

如正、副本

主旨：公布本校各單位主管請假期間固定職務代理人名單(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各單位主管請假時，務必請依主管職務代理順位辦理請假事宜，職務代理人如有異

動，應即陳報變更。

辦法：

正本：董事會、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使命副校長室、校牧室、秘書室、教務處、研究
發展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
室、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附設醫院籌備處、秘書室二組、法務室、校史室、出
版社、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招生組、課務組、註冊組、宗教輔導中心、服務
學習中心、學術交流中心、語言中心、國際學生中心、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
組、衛生保健組、學生學習中心、體育室、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採購組、營
繕組、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中心、人事室、學生輔導中心、圖書館、文學院、藝術
學院、醫學院、理工學院、外語學院、民生學院、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管理學
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進修部、推廣部、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中國文學系、歷
史學系、哲學系、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新聞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
系、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輔大之聲、音樂學系、應用美術學系、景觀設計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護理學系、臨床心理學系、醫學系、職能治療學系、基礎醫學研究
所、呼吸治療學系、臨床技術中心、醫學教育中心、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
生命科學系、心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跨文化研究所、英國語文學系、德語語文學系、法國語文學
系、西班牙語文學系、義大利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兒童與家庭學系、餐旅管
理學系、織品服裝學系、營養科學系、博物館學研究所、食品營養博士學位學程、
食品科學系、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學士後法律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宗教學系、商學研究所、企業管理學系、會計學系、統計資訊學
系、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資訊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進修部中國文
學系、進修部歷史學系、進修部哲學系、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進修部英國語文學
系、進修部日本語文學系、進修部經濟學系、進修部法律學系、進修部宗教學系、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進修部餐旅管理學系、進修部應用美術學系、運動休閒管
理學士學位學程、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師資培
育中心、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圖書資訊學系、體育學系、會計室、公共事務
室、資訊中心、進修部使命室、軍訓室、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非營利組織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行政副校長室、稽核
室、實驗動物中心、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宿舍管理、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碩士學
位學程、國際及兩岸教育處、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進修部數學系、
進修部企業管理學系、進修部會計學系、進修部統計資訊學系、進修部金融與國際
企業學系、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國際創業與經
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產學育成中心、研究與倫理推動中
心、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僑生及陸生輔導組、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宿

http://edoc.fju.edu.tw/yamiiflow/ready/Common/BoardQuery.asp?pid=cPYzDi59FMNyFVWwFqr7GLbib6hsb6tFCaG0IJ==&Im=CCF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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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督導（女）

副本：人事室

附件說明： (1件)
1021204533_1_102學年度主管職務代理人名單 .xls

公布對象：機關全體

http://edoc.fju.edu.tw/yamiiflow/ready/Common/BoardQuery.asp?pid=cPYzDi59FMNyFMRwGVTzFycidZxoE6GycZYuIMWiJZKrEq1UD6XycUcYE6YyMi59FzN7Gw==&Im=D3E8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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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oc.fju.edu.tw/yamiiflow/ready/Common/BoardQuery.asp?pid=cPYzDi59FMNyFMRwGVTzFycidZxoE6GycZYuIMWiJZKrEq1UD6XycUcYE6YyMi59FzN7Gw==&Im=D3E8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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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單位 姓名 職稱

1 文 文學院　 克思明 院長 歷史系所 林桶法 系主任 中文系 孫永忠 系主任

2 文 中國文學系所 孫永忠 系主任 中文系 胡正之 副教授 中文系 許朝陽 副教授

3 文 歷史學系所 林桶法 系主任 歷史系 陳方中 副教授 歷史系 周雪舫 教授

4 文 哲學系所 丁福寧 系主任 哲學系 傅玲玲 副教授 哲學系 邱建碩 助理教授

5 藝 藝術學院　 康台生 院長 音樂系 徐玫玲 系主任 應美系 陳國珍 系主任

6 藝 音樂學系 徐玫玲 系主任 音樂系 孫樹文 教授 音樂系 曾素芝 教授

7 藝 應用美術學系 陳國珍 系主任 文創學士學程 陳力豪 主任 應美系 張文瑞 副教授

8 藝 景觀設計學系 王秀娟 系主任 景觀系 顏亮一 副教授 景觀系 葉美秀 教授

9 藝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陳力豪 主任 應美系 陳國珍 系主任 應美系 張文瑞 副教授

10 傳 傳播學院 吳宜蓁 院長 傳播學院 陳春富 副院長

11 傳 傳播學院(國際交流事務) 副院長

12 傳 傳播學院(學術與研究發展) 陳春富 副院長 傳播學院 吳宜蓁 院長

13 傳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洪雅慧 所長 廣告系 蕭富峯 系主任 傳播學院 吳宜蓁 院長

14 傳 影像傳播學系 陳春富 系主任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林維國 系主任 新聞系 習賢德 系主任

15 傳 廣告傳播學系 蕭富峯 系主任 影傳系 陳春富 系主任 新聞系 習賢德 系主任

16 傳 新聞傳播學系 習賢德 系主任 廣告系 蕭富峯 系主任 影傳系 陳春富 系主任

17 傳 媒體教學資源中心 許順成 主任 輔大之聲 趙庭輝 台長 影傳系 陳春富 系主任

職  稱
第 一 順 位 第 二 順 位

序號 院別 單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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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單位 姓名 職稱
職  稱

第 一 順 位 第 二 順 位
序號 院別 單    位 姓  名

18 傳 輔大之聲電台 林鴻亦 台長 媒體中心 許順成 主任 影傳系 陳春富 系主任

19 教 教育學院 楊志顯 院長 教研所 林梅琴 所長 圖資系 陳舜德 系主任

20 教 圖書資訊學系 陳舜德 系主任 圖資系 李正吉 副教授 圖資系 黃元鶴 副教授

21 教 體育學系 曾慶裕 系主任 體育系 蔡明志 副系主任 體育系 邱奕文 助理教授

22 教 體育學系 蔡明志 副系主任 體育系 曾慶裕 系主任 體育系 邱奕文 助理教授

23 教 師資培育中心 林偉人 主任 師培中心 張德銳 教授 師培中心 黃   騰 助理教授

24 教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林梅琴 所長 教研所 汪文麟 助理教授 教研所 莊俊儒 助理教授

25 醫 醫學院　 鄒國英 院長 醫學院　 王進賢 副院長 醫學院　 洪焜隆 副院長

26 醫 醫學院(行政) 王進賢 副院長 醫學院　 邱浩彰 副院長 醫學院　 洪焜隆 副院長

27 醫 醫學院(教學) 洪焜隆 副院長 醫學院　 邱浩彰 副院長 醫學院　 王進賢 副院長

28 醫 醫學院(研發) 邱浩彰 副院長 醫學院　 洪焜隆 副院長 醫學院　 王進賢 副院長

29 醫 基礎醫學研究所 王素珍 所長 醫學系 王嘉銓 副教授 實驗動物中心 陳至理 主任

30 醫 護理學系 陳惠姿 系主任 護理系 陳紀雯 副教授 護理系 馮容芬 副教授

31 醫 公共衛生學系 唐進勝 系主任 公衛系 林瑜雯 副教授 公衛系 陳凱倫 副教授

32 醫 臨床心理學系 卓淑玲 系主任 臨心系 陳美琴 副教授 臨心系 王英洲 副教授

33 醫 職能治療學系 蘇佳廷 系主任 職治系 江心瑜 助理教授 職治系 劉倩秀 助理教授

34 醫 呼吸治療學系 陸嘉真 系主任 呼吸系 林昭成 副教授 醫學系 陳至理 助理教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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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單位 姓名 職稱
職  稱

第 一 順 位 第 二 順 位
序號 院別 單    位 姓  名

35 醫 醫學系 葉炳強 系主任 醫學系 林鈺玲 副系主任 醫學院 王進賢 副院長

36 醫 醫學系 林鈺玲 副系主任 醫學系 葉炳強 系主任 醫學院 王進賢 副院長

37 醫 醫學系(耕莘) 林恒毅 副系主任 醫學系(新光) 蔡明達 副系主任 醫學系(國泰) 簡志誠 副系主任

38 醫 醫學系(國泰) 簡志誠 副系主任 醫學系(新光) 蔡明達 副系主任 醫學系(國泰) 林恒毅 副系主任

39 醫 醫學系(新光) 蔡明達 副系主任 醫學系(國泰) 林恒毅 副系主任 醫學系(國泰) 簡志誠 副系主任

40 醫 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劉淑娟 主任 老人資源中心 葉在庭 主任 學輔中心 甯國興 主任

41 醫 醫學教育中心 林鈺玲 主任 醫學院 王進賢 副院長 醫學系 葉炳強 系主任

42 醫 臨床技術中心 葉建宏 主任 醫學系 蔡明達 副系主任 醫學系 葉炳強 系主任

43 醫 老人照顧資源中心 葉在庭 主任 長照碩士學位學程 劉淑娟 主任 臨心系 王鵬智 助理教授

44 理 理工學院 袁正泰 院長 理工學院 陳翰民 副院長 數學系 楊南屏 系主任

45 理 理工學院 陳翰民 副院長 數學系 楊南屏 系主任 電機系 白英文 系主任

46 理 數學系 楊南屏 系主任 數學系 張茂盛 副教授 數學系 陳思勉 副教授

47 理 物理學系 林更青 系主任 物理系 蕭光志 副教授 物理系 徐進成 副教授

48 理 化學系 賈文隆 系主任 化學系 劉彥祥 副教授 化學系 李慧玲 副教授

49 理 生命科學系 蘇睿智 系主任 生科系 李永安 教授 生科系 崔文慧 副教授

50 理 資訊工程學系 王國華 系主任 資工系 呂俊賢 副教授 資工系 林振緯 教授

51 理 電機工程學系 林寬仁 系主任 電機系 莊岳儒 助理教授 電機系 沈鼎嵐 助理教授



 102學年度(學術)主管請假期間固定職務代理人名單一覽表

4/8

單位 姓名 職稱 單位 姓名 職稱
職  稱

第 一 順 位 第 二 順 位
序號 院別 單    位 姓  名

52 理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陳翰民 所長 數學系 楊南屏 系主任 生科系 蘇睿智 系主任

53 理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范姜永益 主任 資工系 張信宏 助理教授 資工系 徐嘉連 助理教授

54 理 軟體與網路多媒體研究中心 梅    興 主任 資工系 許見章 副教授 資工系 范姜永益 助理教授

55 理 生醫暨光電跨領域研究中心 梁耀仁 主任 應科所 陳翰民 所長 生科系 蘇睿智 系主任

56 外 外語學院 賴振南 院長 外語學院 黃翠娥 副院長 日文系 黃瓊慧 系主任

57 外 外語學院 黃翠娥 副院長 外語學院 賴振南 院長 外語學院 鄭愛倫 講師

58 外 英國語文學系 袁韻璧 系主任 英文系 施佑芝 副教授 英文系 曾明怡 助理教授

59 外 德語語文學系 查岱山 系主任 德語系 葉聯娟 副教授 德語系 徐安妮 助理教授

60 外 法國語文學系 沈中衡 系主任 法文系 徐黃雪霞 副教授 法文系 楊光貞 副教授

61 外 西班牙語文學系 李素卿 系主任 西文系 傅翠玉 副教授 西文系 耿哲磊 副教授

62 外 日本語文學系 黃瓊慧 系主任 跨文化所 楊承淑 所長 日文系 楊錦昌 副教授

63 外 義大利語文學系 張孟仁 系主任 西文系 李素卿 系主任 法文系 沈中衡 系主任

64 外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 黃文祥 主任 出版社 黃玉珠 主任 資訊中心網路組 楊志田 組長

65 外 跨文化研究所 楊承淑 所長 日文系 黃瓊慧 主任 英文系進修學士班 劉雪珍 系主任

66 外 日本研究中心 何思慎 主任 外語學院 黃翠娥 副院長 日文系 黃瓊慧 系主任

67 民 民生學院　 陳炳輝 院長 民生學院　 鄭靜宜 副院長 餐旅系 李青松 系主任

68 民 民生學院　 鄭靜宜 副院長 織品系 尤政平 副教授 織品系 何兆華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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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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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院別 單    位 姓  名

69 民 兒童與家庭學系 蕭英玲 系主任 兒家系 陳富美 副教授 兒家系 陳若琳 副教授

70 民 餐旅管理學系 李青松 系主任 餐旅系 林希軒 副教授 餐旅系 徐達光 副教授

71 民 食品科學系 郭孟怡 系主任 食科系 謝榮峯 副教授 食科系 高彩華 助理教授

72 民 營養科學系 駱菲莉 系主任 營養系 曾明淑 副教授 營養系 羅慧珍 教授

73 民 織品服裝學系 鄭靜宜 系主任 織品系 尤政平 副教授 織品系 何兆華 副教授

74 民 博物館學研究所 陳國偉 所長 博館所 辛治寧 助理教授 博館所 朱紀蓉 助理教授

75 民 食品營養博士學位學程 許瑞芬 主任 營養系 羅慧珍 教授 食科系 陳烱堂 教授

76 民 輔幼中心 涂妙如 主任 兒家系 陳富美 副教授 兒家系 蘇育令 助理教授

77 民 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陳華珠 主任 織品系 何兆華 副教授 織品系 尤政平 副教授

78 法 法律學院　 張懿云 院長 法律學院　 郭土木 副院長 法律學院 謝志鴻 副教授

79 法 法律學院(學術) 郭土木 副院長 法律學院　 謝志鴻 副院長 法律學院 吳志光 副院長

80 法 法律學院(教務) 謝志鴻 副院長 法律學院　 郭土木 副院長 法律學院 吳志光 副院長

81 法 法律學院(行政) 吳志光 副院長 法律學院　 郭土木 副院長 法律學院 謝志鴻 副院長

82 法 法律學系 謝志鴻 系主任 財法系 郭土木 系主任 學法系 吳志光 系主任

83 法 財經法律學系 郭土木 系主任 法律系 謝志鴻 系主任 學法系 吳志光 系主任

84 法 學士後法律學系 吳志光 系主任 財法系 郭土木 系主任 法律系 謝志鴻 主任

85 社 社會科學院　 陳德光 院長 社工系 顧美俐 系主任 經濟系 陳秀淋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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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社 經濟學系 陳秀淋 系主任 經濟系 黃俊傑 副教授 經濟系 魯慧中 教授

87 社 社會工作學系 顧美俐 系主任 社工系 蘇景輝 副教授 社工系 郭登聰 副教授

88 社 社會學系 吳宗昇 系主任 社會系 翁志遠 助理教授 社會系 曾凡慈 助理教授

89 社 宗教學系 蔡怡佳 系主任 宗教系 莊慶信 教授 宗教系 鄭印君 助理教授

90 社 心理學系 何東洪 系主任 心理系 王思峯 教授 心理系 邱倚璿 助理教授

91 社 非營利組織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郭登聰 主任 社工系 顧美俐 系主任 社工系 蘇景輝 副教授

92 社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 陳德光 主任 宗教系 蔡怡佳 系主任 社工系 顧美俐 系主任

93 社 人才測評發展與職場健康研究中心 王思峯 主任 心理系 劉兆明 教授 心理系 高玉靜 助理教授

94 管 管理學院　 李天行 院長 管理學院　 許培基 副院長 管理學院　 李宗培 副院長

95 管 管理學院　 許培基 副院長 管理學院　 李天行 院長 管理學院　 李宗培 副院長

96 管 管理學院　 李宗培 副院長 管理學院　 李天行 院長 管理學院　 許培基 副院長

97 管 企業管理學系 楊長林 系主任 企管系 周宗穎 副教授 企管系 林耀南 副教授

98 管 統計資訊學系 梁德馨 系主任 統資系 廖佩珊 副教授 統資系 黃孝雲 副教授

99 管 會計學系 范宏書 系主任 會計系 林彥廷 助理教授 會計系 黃美祝 助理教授

100 管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韓千山 系主任 金融國企系 蔡麗茹 教授 金融國企系 吳嘉勳 副教授

101 管 資訊管理學系 莊雅茹 系主任 資管系 張銀益 副教授 資管系 蔡幸蓁 副教授

102 管 商學研究所 謝邦昌 所長 管理學院　 許培基 副院長 商研所 李宗培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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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管 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李天行 主任 管理學院　 李宗培 副院長 企管系 林耀南 副教授

104 管 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李建裕 主任 國際經營管理學程 郭國泰 主任 金融國企系 韓千山 系主任

105 管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郭國泰 主任 科管學程 李建裕 主任 管理學院　 許培基 副院長

106 管 公司治理與企業倫理研究中心 許培基 主任 管理學院　 李天行 院長 管理學院　 李宗培 副院長

107 管 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周宗穎 主任 社會企業學程籌備處 胡哲生 主任 企管系 楊長林 系主任

108 管 雲端服務研究中心 葉宏謨 主任 資管系 邱瑞科 教授 資管系 蔡明志 副教授

109 管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周宗穎 主任 社會企業學程籌備處 胡哲生 主任 企管系 楊長林 系主任

110 管 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胡哲生 主任 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周宗穎 主任 企管系 楊長林 系主任

111 進 進修部 趙中偉 部主任 中文系進修學士班 孫永忠 系主任 歷史系進修學士班   林桶法 系主任

112 進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孫永忠 系主任 中文系 胡正之 副教授 中文系 許朝陽 副教授

113 進 歷史學系進修學士班   林桶法 系主任 歷史系 克思明 教授 歷史系 戴晉新 教授

114 進 哲學系所進修學士班 丁福寧 系主任 哲學系 傅玲玲 副教授 哲學系 邱建碩 助理教授

115 進 大眾傳播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林維國 系主任 大傳學士學程 陳春富 助理教授 大傳學士學程 唐維敏 副教授

116 進 圖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 陳舜德 系主任 圖資系 陳冠至 助理教授 圖資系 李正吉 助理教授

117 進 應美系進修學士班 陳國珍 系主任 應美系 陳力豪 助理教授 應美系 張文瑞 副教授

118 進 運動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楊漢琛 主任 圖資系進修學士班 陳舜德 系主任 大眾傳播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林維國 系主任

119 進 英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劉雪珍 系主任 英文系 張瓈文 副教授 英文系進修學士班 樂麗琪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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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進 日本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張蓉蓓 系主任 日文系 黃瓊慧 主任 日文系 楊錦昌 副教授

121 進 經濟學系進修學士班 黃俊傑 系主任 經濟系進修學士班 李映萱 助理教授 經濟系 林克釗 副教授

122 進 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 郭土木 系主任 法律系 謝志鴻 主任 學法系 吳志光 主任

123 進 宗教學系進修學士班 鄭印君 系主任 宗教系 蔡怡佳 副教授 宗教系 莊慶信 教授

124 進 餐旅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李青松 系主任 餐旅系進修學士班 駱香妃 副教授 餐旅系 林希軒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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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 校長室 江漢聲 校長

2 校 校牧室 賴効忠 校牧

3 校 學術副校長室 周善行 副校長

4 校 使命副校長室 聶達安 副校長

5 校 行政副校長室 陳榮隆 副校長

6 校 主任秘書室 魏中仁 主任秘書

單位 姓名 職稱 單位 姓名 職稱

7 校 秘書室一組 林宜均 組長 秘書室 邱淑芬 秘書 秘書室 陳盈良 專員

8 校 秘書室二組 林宜均 組長 秘書室 邱淑芬 秘書 秘書室 陳盈良 專員

9 校 教務處 龔尚智 教務長 教務處 高義芳 副教務長 研發處 杜繼舜 研發長

10 校 教務處 高義芳 副教務長 教發中心 蔡偉澎 主任 招生組 李佩紋 組長

11 校 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蔡偉澎 主任 教務處 高義芳 副教務長 課務組 曾煥藝 組長

12 校 教務處招生組 李佩紋 組長 註冊組 陸黃雪英 組長 課務組 曾煥藝 組長

13 校 教務處註冊組 陸黃雪英 組長 課務組 曾煥藝 組長 招生組 李佩紋 組長

14 校 教務處課務組 曾煥藝 組長 招生組 李佩紋 組長 註冊組 陸黃雪英 組長

15 校 學務處 王英洲 學務長 學務處 李維安 副學務長 總務處 劉希平 總務長

16 校 學務處 李維安 副學務長 生輔組 方彥吉 組長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林銘雄 組長

17 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方彥吉 組長 衛保組 葉玉枝 組長 課指組 王翠蘭 組長

職   務  代  理  人

 (一)學術副校長、  (二)行政副校長

 (一)使命副校長、  (二)中國聖職單位

 (一)行政副校長、  (二)使命副校長  

 (一)學術副校長、  (二)行政副校長

 (一)學術副校長、  (二)主任秘書

 (一)學術副校長、  (二)行政副校長

序號 校院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第 一 順 位 第 二 順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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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校 課外活動指導組 王翠蘭 組長 生輔組 方彥吉 組長 衛保組 葉玉枝 組長

19 校 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鄭光育 組長 學生學習中心 黃麗香 主任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林銘雄 組長

20 校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林銘雄 組長 職涯發展組 鄭光育 組長 學生學習中心 黃麗香 主任

21 校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葉玉枝 組長 課指組 王翠蘭 組長 生輔組 方彥吉 組長

22 校 學務處學生學習中心 黃麗香 主任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林銘雄 組長 職涯發展組 鄭光育 組長

23 校 學生事務處 陳若琳 主任導師 學務處 王英洲 學務長 生輔組 方彥吉 組長

24 校 軍訓室 李維安 主任 軍訓室 張輝銘 上校教官 軍訓室 尚紘揚 上校教官

25 校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王英洲 主任 生輔組 方彥吉 組長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林銘雄 組長

26 校 體育室 曾慶裕 主任 體育室 蔡明志 副主任 行政服務組 邱奕文 組長

27 校 體育室 蔡明志 副主任 行政服務組 邱奕文 組長 活動競賽組 陳冠旭 組長

28 校 體育室活動競賽組 陳冠旭 組長 場地設備組 謝鎮偉 組長 教學與研究組 劉俊業 組長

29 校 體育室行政服務組 邱奕文 組長 活動競賽組 陳冠旭 組長 場地設備組 謝鎮偉 組長

30 校 體育室教學與研究組 劉俊業 組長 場地設備組 謝鎮偉 組長 行政服務組 邱奕文 組長

31 校 體育室場地設備組 謝鎮偉 組長 教學與研究組 劉俊業 組長 活動競賽組 陳冠旭 組長

32 校 研究發展處 杜繼舜 研發長 研發處 崔文慧 副研發長 研究與倫理推動中心
 李憶菁 主任

33 校 研究發展處 崔文慧 副研發長 研究與倫理推動中心 李憶菁 主任 產學育成中心 呂誌翼 主任

34 校 產學育成中心 呂誌翼 主任 研究與倫理推動中心 李憶菁 主任 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 崔文慧 主任

35 校 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 崔文慧 主任 研究與倫理推動中心 李憶菁 主任 產學育成中心 呂誌翼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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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校 研究與倫理推動中心 李憶菁 主任 產學育成中心 呂誌翼 主任 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 崔文慧 主任

37 校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侯永琪 國際教育長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何思慎 副國際教育長 學術交流中心 吳紀美 主任

38 校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何思慎 副國際教育長 學術交流中心 吳紀美 主任 語言中心 于柏桂 主任

39 校 學術交流中心 吳紀美 主任 國際學生中心 吳娟 主任 語言中心 于柏桂 主任

40 校 語言中心 于柏桂 主任 學術交流中心 吳紀美 主任 國際學生中心 吳娟 主任

41 校 國際學生中心 吳娟 主任 學術交流中心 吳紀美 主任 語言中心 于柏桂 主任

42 校 國際學院籌備處 何思慎 主任 學術交流中心 吳紀美 主任 語言中心 于柏桂 主任

43 校 總務處 劉希平 總務長 總務處 陳慧玲 副總務長 學務處 王英洲 學務長

44 校 總務處 陳慧玲 副總務長 出納組 范春英 組長 總務處 田建菁 組員兼秘書

45 校 總務處出納組 范春英 組長 保管組 陳溫照 組長 出納組 葉翠雲 組員

46 校 總務處事務組 朱麗文 組長 保管組 陳溫照 組長 事務組 曾淑玲 技士

47 校 總務處保管組 陳溫照 組長 出納組 范春英 組長 保管組 劉得興 組員

48 校 總務處採購組 孫玉珍 組長 營繕組 陳怡婷 代理組長 採購組 陳元 組員

49 校 總務處營繕組 陳怡婷 代理組長 採購組 孫玉珍 組長 營繕組 林秀皇 辦事員

50 校 環安衛中心 吳文勉 主任 環境保護組 傅靜平 組長 安全衛生組 黃毓慈 組長

51 校 環安衛中心安全衛生組 黃毓慈 組長 環境保護組 傅靜平 組長 環安衛中心 吳文勉 主任

52 校 環安衛中心環境保護組 傅靜平 組長 安全衛生組 黃毓慈 組長 環安衛中心 吳文勉 主任

53 校 圖書館 林麗娟 館長 期刊媒體組 李明 組長 閱覽典藏組 吳敏萱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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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校 圖書館公博樓及國璽樓 吳敏萱 主任 期刊媒體組 李明 組長 參考資訊組 陳智泓 組長

55 校 圖書館閱覽典藏組 吳敏萱 組長 期刊媒體組 李明 組長 參考資訊組 陳智泓 組長

56 校 圖書館採訪編目組 陳素娟 組長 期刊媒體組 李明 組長 閱覽典藏組 吳敏萱 組長

57 校 圖書館期刊媒體組 李明 組長 採訪編目組 陳素娟 組長 閱覽典藏組 吳敏萱 組長

58 校 圖書館參考資訊組 陳智泓 組長 閱覽典藏組 吳敏萱 組長 採訪編目組 陳素娟 組長

59 校 人事室 楊君琦 主任 會計室 蔡博賢 主任 主任秘書室 魏中仁 主任秘書

60 校 人力企劃組 曾淑敏 組長 人事管理組 初聲弘 組長 人力企劃組 陳淑青 專員

61 校 人事管理組 初聲弘 組長 人力企劃組 曾淑敏 組長 人事管理組 李心儀 組員

62 校 會計室 蔡博賢 主任 人事室 楊君琦 主任 主任秘書室 魏中仁 主任秘書

63 校 會計室會計組 趙曉英 組長 歲計組 龍思樺 組長 會計組 陳佳伶 組員

64 校 會計室歲計組 龍思樺 組長 會計組 趙曉英 組長 歲計組 王晴慧 組員

65 校 稽核室 莊幸惠 主任 會計室 蔡博賢 主任 人事室 楊君琦 主任

66 校 公共事務室 徐黃雪霞 主任 主任秘書室 魏中仁 主任秘書 人事室 楊君琦 主任

67 校 公共事務室校友連繫組 朱嘉綺(兼) 組長 公關媒體組 陳鵬文 組長 校友聯繫組 林曉音 組員

68 校 公共事務室公關媒體組 陳鵬文 組長 資金發展組 朱嘉綺 組長 公關媒體組 王譯民 組員

69 校 公共事務室資金發展組 朱嘉綺 組長 公關媒體組 陳鵬文 組長 校友聯繫組 林曉音 組員

70 校 資訊中心 許見章 主任 校務資訊一組 吳濟聰 組長 校務網路組 楊志田 組長

71 校 資訊中心校務資訊一組 吳濟聰 組長 校務資訊二組 顧宏達 組長 校務資訊一組 施秋如 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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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校 資訊中心校務資訊二組 顧宏達 組長 校務資訊一組 吳濟聰 組長 校務資訊二組 高玉清 技士

73 校 資訊中心教學資源組

74 校 資訊中心網路管理組 楊志田 組長 校務資訊二組 顧宏達 組長 校務網路組 謝昇晃 技士

75 校 出版社 黃玉珠 主任 醫學系 林鈺玲 副系主任 公共衛生學系 唐進勝 系主任

76 校 法務室 吳豪人 主任 法律系 謝志鴻 系主任 進修法律系 鍾芳樺 助理教授

77 校 中國聖職單位 汪文麟 代表 聖言會單位 鄭穆熙 代表 耶穌會單位 嚴任吉 代表

78 校 聖言會單位 鄭穆熙 代表 中國聖職單位 汪文麟 代表 耶穌會使命室 雷敦龢 主任

79 校 耶穌會單位 嚴任吉 代表 聖言會單位 鄭穆熙 代表 校牧室 賴効忠 校牧

80 校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 汪文麟 主任 聖言會使命室 鄭穆熙 主任 耶穌會單位 嚴任吉 代表

81 校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 鄭穆熙 主任 中國聖職使命室 汪文麟 主任 耶穌會使命室 雷敦龢 主任

82 校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 雷敦龢 主任 耶穌會單位 嚴任吉 代表 聖言會使命室 鄭穆熙 代主任

83 校 宗教輔導中心 杜金換 主任 校牧室 賴効忠 校牧 中國聖職單位 汪文麟 代表

84 校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戴台馨 主任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馮冠超 進修組組長 歷史系 林桶法 主任

85 校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馮冠超 組長 歷史系 林桶法 主任 資管系 劉富容 講師

86 校 宿舍 金毓瑋 總督導 中國聖職單位 汪文麟 代表 耶穌會單位 嚴任吉 代表

87 校 校史室 周雪舫 主任 天主教史研究中心 陳方中 主任 歷史系 林桶法 系主任

88 校 學生輔導中心 甯國興 主任 學務處 王英洲 學務長

89 校 服務學習中心 潘榮吉 主任 耶穌會單位 嚴任吉 單位代表 宗輔中心 杜金換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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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校 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陳方中 中心主任 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 司馬忠 主任 和平對話研究中心 楊世雄 主任

91 校 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黃渼婷 主任 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 司馬忠 主任 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洪力行 助理研究員

92 校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 楊世雄 主任 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 司馬忠 主任 士林哲學研究中心 何佳瑞 主任

93 校 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 司馬忠 主任 和平對話研究中心 楊世雄 主任 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陳文祥 助理研究員

94 校 天主教史研究中心 陳方中 主任 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黃美婷 主任 士林哲學研究中心 何佳瑞 主任

95 校 士林哲學研究中心 何佳瑞 主任 和平對話研究中心 楊世雄 主任 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洪力行 助理研究員

96 校 附設醫院募款專責小組 尤姵文 執行長 資訊中心 許見章 主任 醫學院 王進賢 副院長

97 校 附設醫院壽備處 張耿銘 副主任 附設醫院籌備處 江英仁 高專 附設醫院籌備處 吳錦銘 專員

98 校 實驗動物中心 陳至理 主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 王素珍 所長 呼吸治療學系 陸嘉真 系主任

99 校 實驗動物中心飼養組 陳宇人 組長 實驗動物中心獸醫組 葉錦鴻 組長 實驗動物中心 陳至理 主任

100 校 實驗動物中心獸醫組 葉錦鴻 組長 實驗動物中心飼養組 陳宇人 組長 實驗動物中心 陳至理 主任

101 校 進修部使命特色發展室 劉錦萍 主任 宗輔中心 杜金換 主任 聖言會單位 鄭穆熙 代表

102 校 導師團體 劉錦萍 行政督導 臨心系 陳美琴 副教授 導師團體 李秀華 專業督導

103 校 推廣部 蔡明志 主任 總務處 陳慧玲 副總務長 教務處 高義芳 副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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