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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1學年度行政及學術單位ㄧ二級主管名冊 
112.3.6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校長室 校長 許泰文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李明安  

副校長室 副校長 莊季高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冉繁華  

副校長室 副校長 顧承宇  

教務處 教務長 呂明偉  

教務處 副教務長 王佳惠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組長 陳泰源 111.9.1 

教務處招生組 組長 李舒昇  

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組長 薛朝光  

教務處實習暨就業輔導組 組長 林泰誠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組長 鍾蕙先  

教務處教學中心 主任 王佳惠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張文哲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周昭昌  

研究發展處企劃暨學術合作組 組長 陳惠芬  

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組長 張宏宜  

研究發展處海洋學刊編輯組 組長 賴禎秀  

研究發展處研究船船務中心 主任 鍾至青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鄭學淵  

學生事務處 副學生事務長 宋文杰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組長 林泓廷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長 蘇健民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黃清旗兼辦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組長 宋文杰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組長 高聖龍  

學生事務處校安中心 主任 林宜虹  

總務處 總務長 許世孟  

總務處 副總務長 吳俊毅  

總務處文書組 組長 郭雅芬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曹惠卿  

總務處出納組 組長 楊淑蓉  

總務處保管組 組長 林淑慧  

總務處營繕組 組長 蔡仲景  

總務處環安組 組長 許瑞峯  

圖書暨資訊處 圖資長 鄭錫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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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圖書暨資訊處 副圖資長 馬尚彬  

圖書暨資訊處採編組 組長 張慧玉  

圖書暨資訊處閱覽組 組長 彭美華  

圖書暨資訊處校務系統組 組長 陳立原  

圖書暨資訊處參考諮詢組 組長 張玉貞  

圖書暨資訊處圖書系統組 組長 林致宇  

圖書暨資訊處校園網路組 組長 鄭建富  

圖書暨資訊處教學支援組 組長 馬尚彬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張祐維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王嘉陵  

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 組長 邱品文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組長 曾筱君  

國際事務處僑陸生事務組 組長 方銘志  

國際事務處國際教學組 組長 王嘉陵  

國際事務處 

國際化資訊與企劃組 
組長 張文寧  

體育室 主任 黃智能  

體育室體育教學組 組長 蔡琪揚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林子揚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正平  

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吳瑩瑩兼辦  

秘書室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 主任 黃雅英  

人事室 主任 蔡杏慧  

人事室第一組 組長 黃慧琴  

人事室第二組 組長 劉敏江  

主計室 主任 佘慧慈代理 112.2.13 

主計室預算組 組長 佘慧慈  

主計室會計組 組長 吳佳容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 方天熹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職業衛生組 組長 陳銘仁兼辦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職業安全組 組長 陳銘仁兼辦  

產學營運總中心 中心主任 林翰佳  

產學營運總中心產學技轉組 組長 溫博浚  

產學營運總中心創業育成組 組長 黃章文  

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蔡國珍 112.2.6 

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 

社會責任實踐組 
組長 張景煜 112.2.1 

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 

永續發展組 
組長 陳宗岳 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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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 

校務研究組 
組長 顧皓翔 112.2.1 

馬祖行政處 處長 林泰源  

海運暨管理學院 院長 鍾政棋  

商船學系 主任 曾維國  

航運管理學系 主任 蔡豐明  

運輸科學系 主任 杜孟儒  

輪機工程學系 主任 王榮昌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黃昱凱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桑國忠  

生命科學院 院長 許濤  

食品科學系 主任 吳彰哲  

水產養殖學系 主任 林正輝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主任 許富銀  

海洋生物研究所 所長 彭家禮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所長 吳彰哲 111.9.1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許濤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許邦弘  

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主任 吳彰哲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院長 廖正信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主任 王佳惠  

海洋環境資訊系 主任 魏志強  

地球科學研究所 所長 陳明德 111.8.9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所長 王世斌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所長 識名信也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廖正信  

工學院 院長 郭世榮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主任 黃士豪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主任 方志中  

河海工程學系 主任 范佳銘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郭世榮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蔡加正  

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卓大靖  

電機工程學系 主任 何志傑  

資訊工程學系 主任 張雅惠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主任 王和盛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主任 蔡宗儒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蔡宗儒  

人文社會科學院 院長 蕭聰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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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應用經濟研究所 所長 張景福  

教育研究所 所長 吳靖國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吳靖國  

海洋文化研究所 所長 吳智雄  

應用英語研究所 所長 黃馨週 112.2.1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曾聖文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院長 饒瑞正  

海洋法律研究所 所長 蘇惠卿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饒瑞正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饒瑞正  

共同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謝玉玲  

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 組長 簡卉雯  

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組長 王志銘  

共同教育中心體育教育組 組長 蔡琪揚  

共同教育中心藝文中心 主任 謝忠恆  

共同教育中心華語中心 主任 徐胤承  

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中心主任 郭俊良  

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航海人員訓練組 組長 劉謙  

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操船模擬組 
組長 黃俊誠  

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研發組 
組長 翁順泰  

海洋中心 中心主任 黃志清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張正杰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政策發展組 
組長 張正杰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整合傳播組 
組長 蔡良庭  

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中心主任 蔡加正  

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海洋能源與工程技術組 組長 楊智傑  

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河海災害防治組 
組長 吳南靖  

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河海生態環境營造組 組長 黃品淳  

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資料分析與行政支援組 
組長 邱昱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