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秘書室 組員 陳Ο惠
教務處招生企劃組 編審 周Ο涵
成教所 組員 陳Ο靜
國際處 專任助理 王Ο婷
圖資處資發組 組員 王Ο智
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 行政助理 李Ο琪
副校⾧室 專案助理 程Ο瑤
特教中心 專任助理 黃Ο庭
特教中心 專任助理 林Ο鈺
圖書館資發組 組員 蘇Ο鈞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秘書 梁Ο成
總務處環安組 行政助理 蔡Ο秀
研發處 專任助理 莊Ο叡
保管組 辦事員 謝Ο紋
地理系 助理 陳Ο
和平教務組 編審 劉Ο㇐
人事室 行政助理 許Ο毓
教務創新組 組員 楊Ο燕
軍訓室 教官 何Ο珊
總務處 行政助理 林Ο銀
人事室 組員 李Ο穎
出納組 組員 張Ο曦
語教中心 專員 林Ο峰
營繕組 技正 郭Ο榮
進修學院 業務專員 蘇Ο靜
檢定與實習組 行政助理 劉Ο宜
諮復所 研究助理 范Ο昇
國際處國際合作組 編審 楊Ο霜
教育系 專案助理 陳Ο幸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第㇐場110年3月16日(星期二)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復諮所 研究助理職再專員 陳Ο偉
復諮所 專案助理 黃Ο裕
事務組 編審 高Ο昌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助理員 劉Ο儒
和平教務組 行政助理 董Ο蘭
國際事務處 行政助理 黃Ο雲
特殊教育中心 專任助理 莊Ο珍
衛保組 技士 孫Ο華
地理學系 業務專員 牟Ο璇
教育學系 專任助理 葉Ο綱
教務處 專任助理 張Ο齡
地理系 計畫專任助理 劉Ο宏
保管組 組員 陳Ο茹
總務處出納組 組員 王Ο孌
校友服務組 行政助理 陳Ο潔
校友服務組 行政助理 謝Ο宓
師就處地方教育輔導組 行政人員 王Ο質
就業輔導組 行政助理 楊Ο華
教育系 助教 陳Ο婉
圖資處 組員 林Ο燕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計畫助理 周Ο妤
人知所 行政助理 孫Ο君
特教系 助教 薛Ο菁
人事室 組員 許Ο家
檢定與實習組 行政助理 江Ο蓉
人事室 組員 楊Ο銘
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計畫專員 胡Ο閔
華語所 專任助理 蔡Ο愉
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計畫專任助理 李Ο儒

第二場110年3月17日(星期三)

第㇐場110年3月16日(星期二)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華語所 組員 呂Ο芬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職再專員 高Ο怡
圖資處 組員 謝Ο雯
學輔中心 專案人員 鄭Ο郁
學輔中心 諮商心理師 陳Ο禮
科教中心 專任助理 鄒Ο亭
科環所 助教 張Ο婷
師就處 助理 范Ο齊
學務處生輔組 軍訓專員 李Ο華
成教中心 專案助理 曾Ο靜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教授 方Ο雅
跨藝所 行政助理 歐Ο宜
生輔組 軍訓專員 單Ο幹
文創中心 專任助理 潘Ο丹
秘書室 秘書 林Ο卿
教務處教務創新組 組員 蔡Ο彤
事務組 組員 郭Ο妤
事務組 組員 陳Ο儀
營繕組 組⾧ 吳Ο勳
資訊教育中心 組⾧ 陳Ο偉
客家文化研究所 行政助理 羅Ο嘉
營繕組 營繕助理 黎Ο柔
總務處 技士 曹Ο棋
人事室 專員 邱Ο蓉
諮復所 助理 陳Ο茂
復諮所 專任助理 張Ο儒
復諮所 專任助理 方Ο云
學生事務處-永齡希望小學 專任助理 林Ο徵
學生事務處-永齡希望小學 專任助理 林Ο菱

第二場110年3月17日(星期三)

第三場110年3月19日(星期五)
(上午場次)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永齡希望小學－高師大分校 教育專員 劉Ο昇
科環所 專任助理 黃Ο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專任助理 蔡Ο涵
進修學院 辦事員 鮑Ο彣
英語系 英語系專案助理 楊Ο婷
特教系輔具中心 專任助理 戴Ο惠
特教系輔具中心 專任助理 賴Ο鴻
性別所 行政助理 王Ο卿
性別所 游美惠老師助理 孫Ο宜
性別所 老師助理 劉Ο萍
性別教育研究所 專任助理 張Ο涵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專任助理 王Ο鴻
識字量辦公室 兼任助理 陳Ο均
識字量中心 專任助理 鍾Ο宜
進修學院 專任助理 林Ο伶
諮商心理與復建諮商研究所 專任助理 程Ο玉
出納組 行政助理 徐Ο蝶
環安組 勞安專員 李Ο真
秘書室 輔導員 吳Ο英
體育系 業務專員 江Ο云
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 業務專員 盧Ο行
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 行政助理 莊Ο儀
學務處 專任助理 伍Ο鈴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行政助理 黃Ο玲
音樂系 行政助理 黃Ο芸
音樂系 助教 陳Ο宏
英語系 行政助理 王Ο妤
英語系 助教 黃Ο淩
通識中心專案計畫 研究助理 林Ο玲

第三場110年3月19日(星期五)
(上午場次)

第四場110年3月19日(星期五)
(下午場次)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藝文中心 行政助理 蔡Ο歆
課外組 編審 林Ο宜
國際處 助教 呂Ο秋
文學院 專任助理 黃Ο安
學務處 專任助理 黃Ο怡
課外組 行政助理 陳Ο榕
事業經營學系 行政助理 謝Ο温
出納組 業務專員 陳Ο蘭
出納組 行政助理 黃Ο玲
諮復所 專任助理 林Ο玲
地理學系 博士生 陳Ο宏
英語系-雙語教學研究計畫 研究助理 李Ο美
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行政助理 黃Ο容
化學系 技士 黃Ο瑞
化學系 助教 羅Ο華
學務處課外組 行政助理 林Ο瑤
學生輔導中心 行政助理 陳Ο敏
進修學院 業務專員 劉Ο潔
課外組 組員 楊Ο荃
警衛室 駐衛警 張Ο山
藝術學院 秘書 蔡Ο萍
燕巢教務組 組員 王Ο蓮
進修學院教務組 業務專員 梁Ο馨
地理學系 行政助理 邱Ο婷
物理系 書記 蔡Ο容
圖資處 編審 吳Ο智
生科系 助教 林Ο齡
環檢中心 專任助理 薛Ο珍
副校⾧室 專任助理 王Ο筑

第四場110年3月19日(星期五)
(下午場次)

第五場110年3月23日(星期二)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軟體系 專員 趙Ο毓
電機系-教育部計畫(數位跨域教育基地) 專任助理 薛Ο涵
工設系-教育部計畫(數位跨域教育基地) 專任助理 馮Ο慧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黃Ο騰
資訊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趙Ο英
資訊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黃Ο雯
營繕組 技士 鍾Ο弘
燕巢教務組 行政助理 李Ο璉
主計室 業務專員 林Ο婷
主計室 業務專員 林Ο蓉
主計室 組員 林Ο堯
主計室 組員 劉Ο萍
工教系 專任助理 劉Ο憶
工教系 專任助理 邱Ο文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專任助理 張Ο娟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專任助理 顏Ο華
圖資處創學組 業務專員 陳Ο萱
化學系 助理教授 荊Ο民
研發處 組員 林Ο冠
理學院 秘書 曾Ο淑
台研所 專任助理 陳Ο宜
科環所 兼任助理 蘇Ο珺
衛保組、環安組 業務專員 顏Ο伊
衛保組 護理師 趙Ο慧
就業輔導組 行政助理 黃Ο綾
保管組 行政助理 許Ο華
物理系 助教 黃Ο位
燕巢教務組 行政助理 陳Ο珊
化學系 組員 蔡Ο翰

第五場110年3月23日(星期二)

第六場110年3月24日(星期三)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燕巢教務組 行政助理 王Ο云
主計室 專任助理 陳Ο蒨
主計室 行政助理 潘Ο婷
主計室 組員 林Ο遠
主計室 行政助理 陳Ο秀
工教系 專任助理 呂Ο華
工教系 業務專員 温Ο柔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專任助理 吳Ο謹
育成中心 行政助理 邱Ο屏
研究發展處 業務專員 陳Ο惠
總務處環安組 技工 周Ο隆
工教系 技士 徐Ο庸
工教系 行政助理 李Ο嫺
電機系 助教 呂Ο怡
文學院 秘書 王Ο芳
總務處 秘書 鄭Ο娟
教育學院 秘書 陳Ο錡
運產班 行政助理 劉Ο廷
教務處招生企劃組 行政助理 洪Ο純
體育學系 行政助理 陳Ο環
生科系 研究助理 陳Ο志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助理 黃Ο萍
學生事務處 秘書 卓Ο原
出納組 組員 顏Ο宜
出納組 組員 吳Ο密
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專任助理 彭Ο菁
人事室 組員 黃Ο盈
諮復所 助理 莊Ο玲
學生輔導中心 專任助理 鄭Ο雯

第六場110年3月24日(星期三)

第七場110年3月25日(星期四)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承辦人場次上課名單】

學生輔導中心 助教 紀Ο惠
經學所 行政助理 郭Ο君
教務處招生企劃組 組員 涂Ο珍
教務處 組員 蔡Ο憲
進修學院教務組 專任臨時事務員 鄧Ο華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助理 李Ο蘭
教育學院 專任助理 楊Ο凱
教學發展中心 行政助理 陳Ο羽
教發中心 專任助理 吳Ο蒓
數學系 專任助理 江Ο維
台研所 行政助理 單Ο佳
體育室 助理員 楊Ο寧
總務處營繕組 技佐 許Ο源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計畫 鄭Ο文
生輔組 軍訓專員 黃Ο岳
總務處事務組 行政助理 鄭Ο全

第七場110年3月25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