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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雅慧 專員 優級 製造所  

2.  蔡毖濡 組員 高級 秘書室  

3.  趙婉玲 秘書 高級 秘書室  

4.  李菀君 企劃組員 高級 國際處  

5.  簡素真 組長 高級 圖書館  

6.  侯曉君 組員 高級 圖書館  

7.  陳秀伶 組員 高級 人事室  

8.  鄭月萍 組員 高級 財務處  

9.  楊士蓉 企劃助理秘書 高級 藝術中心  

10.  李怡瑾 行政組員 高級 水利系  

11.  黃麟雁 行政組員 高級 國經所  

12.  張世琳 行政組員 中高級 秘書室  

13.  秦冠璋 行政專員 中高級 秘書室  

14.  侯宜伶 行政組員 中高級 秘書室  

15.  陳玟伶 行政專員 中高級 教務處  

16.  楊上綺 組員 中高級 教務處  

17.  陳以婷 行政組員 中高級 通識中心  

18.  蕭任騏 組員 中高級 學務處  

19.  吳怡靜 行政專員 中高級 學務處  

20.  江佩樺 秘書 中高級 研發處  

21.  江佳鍬 組員 中高級 研發處  

22.  莊景雯 組員 中高級 國際處  

23.  梁蘊真 企劃專員 中高級 國際處  

24.  蘇杏芬 企劃專員 中高級 國際處  

25.  林玠妤 企劃組員 中高級 國際處  

26.  楊惠芬 企劃組員 中高級 國際處  

27.  洪志佳 技士 中高級 總務處  

28.  施乃禎 組員 中高級 財務處  

29.  許靜怡 組員 中高級 財務處  

30.  黃怡寧 行政秘書 中高級 財務處  

31.  凌昀暄 行政專員 中高級 財務處  

32.  鄭小祺 秘書 中高級 圖書館  



序號 姓 名 職稱 通過英語能力級別 單 位 
備

註 

33.  白偉銘 技士 中高級 圖書館  

34.  郭慧英 行政組員 中高級 圖書館  

35.  謝蕙旭 專任臨時組員 中高級 圖書館  

36.  梁伶君 行政組員 中高級 圖書館  

37.  盧怡伶 編審 中高級 圖書館  

38.  廖敬華 組長 中高級 圖書館  

39.  謝岱錡 行政組員 中高級 圖書館  

40.  余品欣 組員 中高級 圖書館  

41.  周志文 編審 中高級 圖書館  

42.  莊琬琳 專員 中高級 人事室  

43.  賴嘉慧 組員 中高級 人事室  

44.  陳誼安 行政組員 中高級 人事室  

45.  柯伊庭 技士 中高級 計網中心  

46.  劉俊君 行政專員 中高級 藝術所  

47.  蔡瑞英 行政組員 中高級 光電系  

48.  孫玉良 專員 中高級 工學院  

49.  林玟妏 行政組員 中高級 工學院  

50.   行政組員 中高級 材料系  

51.   行政組員 中高級 航太系  

52.  吳凰慈 企劃助理秘書 中高級 電資學院  

53.  廖彩攸 技士 全球英檢 B2 電機系  

54.  楊松道 技士 中高級 電機系  

55.  鄭凱文 行政組員 中高級 都計系  

56.  余沛翃 行政組員 中高級 公衛科所  

57.  趙子揚 企劃組員 中高級 藥學系  

58.  陳曉芸 企劃組員 中高級 護理系  

59.  陳君平 行政組員 中高級 政治系  

60.  翁梓英 行政組員 中高級 政治系  

61.  彭女玲 專員 中級 教務處  

62.  鄭進財 專員 中級 學務處  

63.  陳孟莉 組長 中級 學務處  

64.  羅詩婷 組員 中級 學務處  

65.  黃麗容 組員 中級 研發處  

66.  張詩偉 技士 中級 研發處  

67.  陳姿綾 企劃組員 中級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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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王蕙芬 組長 中級 國際處  

69.  巫苑瑩 企劃組員 中級 國際處  

70.  胡振揚 專門委員 中級 總務處  

71.  劉芸愷 組長 中級 總務處  

72.  何美誼 辦事員 中級 總務處  

73.  黃詩蘋 組員 中級 總務處  

74.  歐麗娟 組長 中級 財務處  

75.  張瑋庭 技士 中級 環安衛中心  

76.  傅柏樺 技士 中級 計網中心  

77.  黃士哲 技士 中級 計網中心  

78.  方美雪 組員 中級 圖書館  

79.  林麗萍 行政專員 中級 圖書館  

80.  張義輝 組長 中級 圖書館  

81.  郭乃華 組長 中級 圖書館  

82.  郭育禎 組長 中級 圖書館  

83.  孫智娟 主任 中級 圖書館  

84.  葉維鈴 組員 中級 圖書館  

85.  李亞蓁 辦事員 中級 圖書館  

86.  凃守禧 專員 中級 人事室  

87.  王淑殷 專員 中級 人事室  

88.  郭家蘅 組員 中級 人事室  

89.  周玄雅 行政組員 中級 人事室  

90.  吳淑貞 組長 中級 主計室  

91.  袁立民 行政組員 中級 主計室  

92.  蔡宜臻 組員 中級 主計室  

93.  魏婉婷 秘書 中級 文學院  

94.  藍 琪 組員 中級 化學系  

95.  陳義昇 秘書 中級 工學院  

96.  陳子超 技士 中級 航太系  

97.  劉俊夆 技士 中級 航太系  

98.  張景雲 組員 中級 材料系  

99.  楊益成 技正 中級 機械系  

100. 吳偉誠 技士 中級 電機工廠  

101. 王文玲 組員 中級 工資管系  

102. 高秀華 技士 中級 物理治療學系  



序號 姓 名 職稱 通過英語能力級別 單 位 
備

註 

103. 龔嫊媜 行政專員 中級 臨床醫學研究所  

104. 林依璇 組員 中級 實驗動物中心  

105. 王琇麗 行政組員 初級 秘書室  

106. 方美雲 組長 初級 秘書室  

107. 黃寶慧 組員 初級 秘書室  

108. 林淑白 專員 初級 秘書室  

109. 鄭惠芬 行政專員 初級 教務處  

110. 仲濟文 行政組員 初級 教務處  

111. 顏彣妃 行政組員 初級 教務處  

112. 吳雅敏 秘書 初級 教務處  

113. 廖寶慧 專員 初級 教務處  

114. 呂秋玉 組長 初級 教務處  

115. 黃信復 組長 初級 教務處  

116. 高嘉卿 組員 初級 教務處  

117. 許明如 組員 初級 教務處  

118. 陳祖德 組員 初級 教務處  

119. 吳仁琥 技術員 初級 學務處  

120. 蘇鈴茱 行政專員 初級 學務處  

121. 王詩怡 秘書 初級 學務處  

122. 黃郁真 組員 初級 學務處  

123. 張茵婷 企劃組員 初級 學務處  

124. 卓靖容 企劃組員 初級 研發處  

125. 李玫慧 企劃專員 初級 研發處  

126. 曾綉惠 組員 初級 研發處  

127. 蘇柏榕 技士 初級 研發處  

128. 洪顗傑 組員 初級 國際處  

129. 簡妙庭 企劃組員 初級 國際處  

130. 陳信誠 組長 初級 總務處  

131. 王昌銘 組員 初級 總務處  

132. 張哲文 組員 初級 總務處  

133. 石文賓 技佐 初級 總務處  

134. 蔡勝安 技士 初級 總務處  

135. 謝宜芳 組長 初級 財務處  

136. 蕭雅芳 行政組員 初級 財務處  

137. 侯向如 組員 初級 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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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王耀庭 技士 初級 產學創新總中心  

139. 宋雯雯 護理師 初級 環安衛中心  

140. 蔡金順 技士 初級 圖書館  

141. 夏廣傑 技佐 初級 圖書館  

142. 周正偉 組長 初級 圖書館  

143. 羅靜純 組長 初級 圖書館  

144. 鄒承平 組員 初級 圖書館  

145. 張璧君 組員 初級 圖書館  

146. 楊芬芬 組員 初級 圖書館  

147. 蘇麗珍 組員 初級 圖書館  

148. 張麗君 編審 初級 圖書館  

149. 柯雅慧 編審 初級 圖書館  

150. 黃麗君 組員 初級 圖書館  

151. 陳進發 技術員 初級 圖書館  

152. 王郁閔 行政組員 初級 人事室  

153. 黃郁芬 行政組員 初級 人事室  

154. 康碧秋 組長 初級 人事室  

155. 蔡雪珍 行政專員 初級 主計室  

156. 路宜南 行政組員 初級 主計室  

157. 曹琍琍 組員 初級 主計室  

158. 郭子琦 專員 初級 主計室  

159. 胡美蓮 組長 初級 主計室  

160. 楊幸子 辦事員 初級 主計室  

161. 劉景雯 行政組員 初級 外文系  

162. 吳宗明 技士 初級 數學系  

163. 丁榮鴻 技正 初級 物理系  

164. 陸美蓉 組員 初級 地科系  

165. 卓美珺 組員 初級 機械系  

166. 王莉華 技正 初級 土木系  

167. 黃淑娟 技正 初級 化工系  

168. 熊志強 組員 初級 航太系  

169. 吳金雀 組員 初級 醫工系  

170. 陳漢章 技正 初級 電機系  

171. 李佩純 行政組員 初級 資訊系  

172. 郭美祺 秘書 初級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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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黃美玲 組員 初級 統計系  

174. 莊小瑤 組員 初級 醫學系  

175. 顏秀琴 秘書 初級 醫學院  

176. 郭雀櫻 技士 初級 醫學院  

177. 李美惠 技正 初級 醫學院  

178. 張美足 技士 初級 生化科所  

179. 蘇秋鈴 技士 初級 藥理科所  

180. 劉宜婷 技士 初級 口醫所  

181. 曾蕓梃 技士 初級 工衛科暨環醫所  

182. 廖維鵬 技士 初級 實驗動物中心  

183. 駱亞欣 技士 初級 實驗動物中心  

184. 郭玉琴 技士 初級 實驗動物中心  

185. 方榮華 技正 初級 實驗動物中心  

186. 宋雅惠 技士 初級 實驗動物中心  

187. 黃乙妙 組員 初級 經濟學系  

188. 吳淑萍 組員 初級 法律學系  

189. 方淑娟 行政組員 初級 生科產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