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限責任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社員股金繳交名冊 

(2015/10/19)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校長室 校長 王瑩瑋 已繳交 

 工員 辛秋蜜 已繳交 

    

祕書室 主任秘書 于錫亮 已繳交 

 專門委員 林麗玲 已繳交 

 專員 薛月蓮 已繳交 

 行政助理 郭美玲 已繳交 

    

主計室 組員 許惠美 未繳交 

 行政助理 吳俊穎 未繳交 

    

人事室 專案組員 許光志 已繳交 

 組員 吳秋香 已繳交 

 行政助理 呂家翔 已繳交 

    

學務處 學務長 劉冠汝 已繳交 

 護理師 高惠娟 已繳交 

 專員 鄭佩鈴 未繳交 

 專案書紀 施美玲 未繳交 

 專案管理員 辛淑靖 未繳交 

 行政助理 蕭馨怡 未繳交 

 輔導人員 許蕙娟 未繳交 

 專案管理員 曾珮莉 未繳交 

 專案管理員 陳曉儀 未繳交 

    

教務處 教務長 陳甦彰 未繳交 

 組員 林虹霞 已繳交 

     

總務處 總務長 張弘志 已繳交 

 組長 曾洪素鸞 已繳交 

 組員 林惠珍 已繳交 

 行政助理 吳惠芳 已繳交 

 約用技士 王至豪 已繳交 



 組長 陳永隆 已繳交 

 專案書紀 徐婉怡 已繳交 

 行政助理 呂美鳳 已繳交 

 工員 蔡長齡 已繳交 

 技正 黃志明 已繳交 

 專案技士 吳浩銓 已繳交 

 約用技佐 劉俞宏 已繳交 

 行政助理 歐玉甄 已繳交 

 駕駛 許源興 已繳交 

    

圖資館 館長 林永清 已繳交 

 編審 林讌卉 已繳交 

 組員 郭靜華 已繳交 

 專員 陳頤真 已繳交 

 行政助理 李福兼 已繳交 

 行政助理 汪慶華 已繳交 

 行政助理 洪雅玲 已繳交 

 行政助理 黃智揮 已繳交 

 行政助理 呂素琴 已繳交 

 專案書記 許文賢 已繳交 

 組長 洪明豪 已繳交 

 技士 蔡淑美 已繳交 

 專案書記 紀啟文 已繳交 

  洪國瑋 已繳交 

    

研發處 研發長 韓子健 已繳交 

 專案書記 劉淑娟 已繳交 

 專案組員 安秀華 已繳交 

    

進修部 主任 曾建璋 已繳交 

 組員 陳雅雯 已繳交 

 專案書記 陳貝珊 已繳交 

    

海工院 院長 翁進坪 已繳交 

養殖系 助理教授 徐振豐 未繳交 

    

食科系 副教授 張駿志 已繳交 



 教授 邱采新 已繳交 

 助理教授 吳冠政 已繳交 

 副教授 黃鈺茹 已繳交 

 助理教授 陳名倫 已繳交 

 副教授 陳樺翰 已繳交 

 助理教授 胡宏熙 已繳交 

 教授 蔡欽泓 已繳交 

 行政助理 林鈺蓉 已繳交 

    

電機工程系 教授 柯裕隆 未繳交 

 教授 吳文欽 未繳交 

 副教授 徐明宏 未繳交 

 副教授 廖益弘 未繳交 

 助理教授 辜德典 未繳交 

    

電信系 副教授 莊明霖 已繳交 

 教授 洪健倫 已繳交 

 助理教授 何建興 已繳交 

 助理教授 吳明典 已繳交 

 副教授 蔡淑敏 已繳交 

資工系 教授 胡武誌 已繳交 

 行政助理 顏珮珊 已繳交 

    

人文暨管理學院    

航管系 副教授 莊義清 未繳交 

 助理教授 賴阿蕊 未繳交 

    

通識中心 教授 洪櫻芬 未繳交 

 專案助理教授 李怡靜 未繳交 

 教授 洪藝芳 未繳交 

 講師 黃齊達 未繳交 

 副教授 陳禮彰 未繳交 

 助理教授 侯建章 未繳交 

 專案講師 李岳修 未繳交 

 專案助理教授 王璟 未繳交 

資管系 副教授 陳建亮 已繳交 

 副教授 黃國光 已繳交 



資料日期：104 年 10 月 19 日（115人） 

 

 講師 陳宜豪 已繳交 

 副教授 陳至柔 已繳交 

 專案助理教授 吳鎮宇 已繳交 

 行政助理 顏怡芬 已繳交 

    

物流系 專案助理教授 唐嘉偉 未繳交 

服經所 專案助理教授 邱敬仁 未繳交 

應外系 副教授 王月秋 未繳交 

    

餐旅系 助理教授 康桓甄 已繳交 

 副教授 吳菊 未繳交 

 副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吳烈慶 已繳交 

 助理教授 古旻艷 已繳交 

 副教授 陳宏斌 已繳交 

 副教授 潘澤仁 已繳交 

 助理教授 陳立真 未繳交 

    

觀休系 教授 李明儒 未繳交 

 副教授 戴芳美 未繳交 

 助理教授 王淑治 未繳交 

 助理教授 白如玲 未繳交 

 助理教授 方詳權 未繳交 

 專案講師 朱盈蒨 未繳交 

 專案助理教授 楊倩姿 未繳交 

    

海運系 助理教授 胡俊傑 已繳交 

    

校友會 理事長 陳雙全 未繳交 

 總幹事 劉昌明 未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