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副校⾧室 專案助理 程O瑤
秘書室 秘書 林O卿
秘書室 組員 陳O惠
秘書室 輔導員 吳O英
人事室 組員 黃O盈
人事室 組員 李O穎
人事室 行政助理 許O毓
人事室 行政助理 王O勻
體育室 助理員 楊O寧
教務處和平教務組 組員 蔡O憲
教務處招生企劃組 組⾧ 陳O銘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助理員 劉O儒
教務處創新組 組員 楊O燕
教務處創新組 專任助理 張O齡
教務處教務創新組 組員 蔡O彤
教務處燕巢教務組 組員 王O蓮
教務處燕巢教務組 行政助理 王O云
學務處 專任助理 黃O怡
學務處 專任助理 伍O鈴
學務處生輔組 軍訓專員 李O華
學務處生輔組 軍訓專員 黃O岳
學務處生輔組 軍訓專員 鍾O清
學務處生輔組 軍訓專員 黃O國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行政助理 黃O玲
總務處 秘書 鄭O娟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高O涵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陳O汝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陳O儀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郭O妤

【和平場次上課名單】

110年4月13日(星期二) 上午9時至11時



總務處保管組 組⾧ 黃O萍
總務處保管組 行政助理 余O君
總務處保管組 行政助理 賴O樺
總務處環安組 勞安專員 李O真
總務處環安組 行政助理 蔡O秀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曹O棋
總務處營繕組 營繕助理 黎O柔
總務處營繕組 技正 郭O榮
進修學院 行政助理 李O琪
進修學院 業務專員 劉O潔
進修學院 業務專員 盧O行
進修學院 業務專員 梁O馨
進修學院 業務專員 蘇O靜
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 行政助理 莊O儀
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 辦事員 鮑O彣
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 兼任助理 林O育
進修學院教務組 業務專員 呂O邦
國際處 助教 呂O秋
國際處 編審 楊O霜
國際處 專任助理 王O婷
圖資處 組⾧ 蘇O如
圖資處 組員 謝O雯
圖資處 組員 王O智
圖資處 編審 吳O智
圖資處 組員 林O燕
圖書館資發組 組員 蘇O鈞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秘書 梁O成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教授 方O雅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助理 范O齊
師就處就業輔導組 行政助理 楊O華
師就處檢定與實習組 行政助理 劉O宜
學生輔導中心 行政助理 陳O敏

110年4月13日(星期二) 上午9時至11時



語文教學中心 業務專員 陳O蓁
語文教學中心 行政助理 劉O芬
教學發展中心 行政助理 陳O羽
通識中心 研究助理 林O玲
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張O瑋
成教中心 專案助理 曾O靜
文學院 秘書 王O芳
文學院 專任助理 黃O安
英語系 專任助理 鄭O鑫
英語系 計畫助理 李O美
台研所 專任助理 潘O嫻
台研所 專任助理 陳O宜
華語所 跨國銜轉計畫專員 鄭O文
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行政助理 黃O容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高屏澎東區職重資源中心) 職重專員 林O玲

教育系 教授 丘O鈴
特教系 專任助理 戴O惠
體育學系 行政助理 陳O環
運產班 行政助理 劉O廷
美術系 組員 顧O惠
藝產原民專班 行政助理 吳O芸
數學系 專任助理 江O維

場次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副校⾧室 專任助理 王O筑
教務處燕巢教務組 行政助理 陳O珊
教務處燕巢教務組 辦事員 陳O蓁
學務處衛保組 護理師 趙O慧
總務處環安組 技工 周O隆
圖書資訊處創新學習組 編審 羅O光

【燕巢場次上課名單】

110年4月14日(星期三) 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

110年4月13日(星期二) 上午9時至11時



圖書資訊處創新學習組 行政助理 何O芬
軍訓室 軍訓專員 邱O泉
主計室 業務專員 林O婷
主計室 組⾧ 吳O娥
育成中心 行政助理 邱O屏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助理 黃O萍
理學院 秘書 曾O淑
數學系 行政助理 簡O臻
科環所 專任助理 戴O婷
電機系 助教 呂O怡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技士 徐O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行政助理 李O嫺

110年4月14日(星期三) 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