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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導師名單 
工程學院院長 許釗興 

機械系主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所長楊士震 (11班) 電機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粘孝先 (9班) 

四技機械一甲 黃顧文 四技機械一先進車輛 陳志豪 四技電機一甲李元彪 四技電機一乙 林建祁 

四技機械二甲 方亮彬 四技機械二乙 楊棟賢 四技電機二甲 卓武舜 四技電機二乙 張簡士琨 

四技機械二先進車輛 葉榮鵬 四技機械三甲 呂明芳 四技電機三甲 廖基宏 四技電機四甲 蘇丁財 

四技機械三乙 殷世安 四技機械四甲 鄭澤明 四技電機四乙 王錫文 電機碩一甲  董佳璋 

四技機械四乙 劉政湖 製造碩一甲   顏鴻澤 電機碩二甲  溫坤禮  

製造碩二甲   洪信安         

    

電子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黃勝斌(8班) 自動化系主任暨機電光所所長 黃錫泉 (7班) 

四技電子一甲 陳源彬 四技電子二甲 馬立山 四技自動一甲 王俊傑 四技自動二甲 柳良義 

四技電子三甲 許玉芳 四技電子三乙 陳宏明  四技自動二航空智慧 柳良義 四技自動三甲 謝振輝 

四技電子四甲 許重傑 四技電子四乙 夏英峰 四技自動四甲 高文顯 機電光碩一甲 黃錫泉 

電子碩一甲  陳德超 電子碩二甲  劉裕永 機電光碩二甲 李原吉  

        

  土木系主任暨土木防災研究所所長 林喻峰（6班） 

資通系主任 陳恆州  (4班) 四技土木一甲 林宗南 四技土木二甲 王珮茹 

四技資通一甲 張傳旺 四技資通二甲 沈慧宇 四技土木三甲 陳建志 四技土木四甲 丑倫彰 

四技資通三甲 吳季霏 四技資通四甲 蘇哲尉 土木碩一甲  儲慶美 土木碩二甲   林宗南 

    

管理學院院長 林義証 

工管系主任 蘇志青（3班） 資管系主任 饒瑞佶（5班） 

四技工管二甲 張玉琪 四技工管三甲陳錫川 四技資管一甲 賴威伸 四技資管二甲 潘能煌 

四技工管四甲 楊哲維  四技資管三甲 黃士哲 四技資管四甲陳乃華 

  四技資管四乙 許兆惠  

    

    

國企系主任 何蕙萍（4班） 行銷系主任 蘇志青（4班） 

四技國企一甲 林瓊香 四技國企二甲 洪君羚 四技行銷一甲 唐志宏 四技行銷二甲 張朝旭 

四技國企三甲 何蕙萍 四技國企四甲 邱素津 四技行銷三甲 陳明星 四技行銷四甲 李文鑫 

    

    

  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  許勝源(2班) 

  服科所一甲 陳美如 服科所二甲 陳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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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導師名單 
設計學院院長 許文融 

數媒系暨媒體遊設碩士班所長 鄭永熏（7 班） 商設系主任 劉晉彰（4班） 

四技數媒一甲 歐禾萌 四技數媒二甲 高軒然 四技商設一甲 黃絜如 四技商設二甲 高瑞楨 

四技數媒二乙 羅祖瓦 四技數媒三甲 張在雄 四技商設三甲 許世芳 四技商設四甲 高瑞楨 

四技數媒四甲 賴瑞昌 數媒碩一甲 鄭永熏   

數媒碩二甲 鄭永熏    

       

空設系主任 彭思顯（7班）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主任 毛祚飛（8班） 

四技空設一甲 吳孟修 四技空設一乙 張之怡 四技創設一甲 張宸翰 四技創設一乙 毛祚飛 

四技空設二甲 許晏堃 四技空設二乙 馮一鳴 四技創設二甲 楊靜瑜 四技創設二乙 張秀英 

四技空設三甲 彭思顯 四技空設四甲 陳志誠 四技創設三甲 王惠韻 四技創設三乙 宋忠霖 

四技空設四乙 連慧珠  四技創設四甲 賴慶鴻 四技創設四乙 謝兆輝 

  創意生活應用研究所長  陳若華(2班)  

  創意碩一甲 陳若華 創意碩二甲 陳若華 

生活科技學院院長 吳佩玲 

應外系主任 吳品湘（8班） 運休系主任 王照欽（8班） 

四技外語一甲 薛月娥 四技外語一乙 伊藤牧子 四技運休一甲 王照欽 四技運休一乙 黃錦裕 

四技外語二甲 吳品湘 四技外語二乙 楊幼玫 四技運休二甲 林樹旺 四技運休二乙 邱聯榮 

四技外語三甲 李美玲 四技外語三乙 廖妃絢 四技運休三甲 謝文芳 四技運休三乙 王梅子 

四技外語四甲 陳曉靚 四技外語四乙 林麗華 四技運休四甲 湯美玲 四技運休四乙 陳健麟 

    

美容系暨美容科研所所長 蕭蓉禎（10班） 觀光系主任 施慧珉（8班） 

四技美容一甲 王公澤 四技美容一乙 顏雪娟 四技觀光一甲 楊愛施 四技觀光一乙 施慧珉 

四技美容二甲 鄭寶琪 四技美容二乙 蕭蓉禎 四技觀光二甲 謝東風 四技觀光二乙 梁慧宜 

四技美容三甲 張培新 四技美容三乙 丁秀毓 四技觀光三甲 游美利 四技觀光三乙 江岱穎 

四技美容四甲 楊淑娥 四技美容四乙 黃秀勤 四技觀光四甲 邱已家 四技觀光四乙 劉泳倫 

美容碩一甲   林宥涵 美容碩二甲   林文雄   

       

   境外班主任導師 吳翠華 

產碩班 (4班)  雙軌訓練旗鑑計畫（4班） 海青專班 (1班)  無學籍 境外生專班( 4班) 

產碩電機二乙金原傑(108春) 四技行銷一甲 任筱立 海青班(第 38期)  郭坤煌 新南向(S)機械二甲 王瓊馨 

產碩製造一甲曾憲中(108秋) 四技行銷二甲 賴恒生  新南向(S)電子二甲 洪珠媚 

產碩服科一甲許勝源(108秋) 四技行銷三甲 吳明勳  新南向(S)自動化二甲 涂茂齡 

產碩電機一乙金原傑(109春) 四技行銷四甲 蘇志青  新南向(S)自動化二乙 林怡婷 

  大陸專班(3班)  無學籍 外國生專班 (2班) 

  工程專班  林資雄 外國生專班電機二甲  陳曉靚 

  管理專班  林資雄 四技資管二乙(印尼)  饒瑞佶 

  設計專班  林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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