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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專任（專案）教師名冊                     106.11.7 

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各系教師 

水產養殖系 
(水產資源與養殖碩士班) 

食品科學系 
(碩士班) 

資訊工程系 電信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電資碩士班)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教授 施志昀 教授 蔡欽泓 教授 胡武誌 教授 洪健倫 教授 柯裕隆 

教授 翁進坪 教授 劉冠汝 教授 楊昌益
（104.1.1） 教授 

莊明霖 

(104.6.1) 
教授 吳文欽 

教授 古鎮鈞 教授 
邱采新 

（102.06.01） 
教授 楊慶裕

（103.1.1） 副教授 蔡淑敏 教授 吳培基 

副教授 陸知慧 教授 
陳樺翰 

（104.01.01） 
副教授 陳耀宗 副教授 

吳明典 

(104.6.1) 
教授 徐明宏

(104.8.1) 

副教授 曾建璋 副教授 
陳名倫 

（102.06.01） 
副教授 范端芳 副教授 

何建興 

(105.1.1) 
教授 

廖益弘 

(105.7.1) 

副教授 
李孟芳 

(106.2.1) 
副教授 張弘志 副教授 

古富能 

(106.8.1) 
副教授 

顏永昌 

(105.6.1) 
副教授 柯博仁 

助理教授 徐振豐 副教授 黃鈺茹 專案助理教授 
吳信德 

（105.08.01） 
專案助理教授 

姚永正 

(106.2.1) 
副教授 林育勳 

講  師 翁平勝 副教授 張駿志     
專案 

教師 
 

專案助理教授 
朱建宏 

（105.2.1） 
副教授 

吳冠政 

(104.6.1) 
    

專案 

教師 
 

  助理教授 胡宏熙       

人數 專任 8人 
專案 1人 

人數 專任 10人 人數 專任 6人 
專案 1人 

人數 專任 6人   
專案 1人 

人數 專任 7人 

教授      3男 0女     
副教授    2男 1女 
助理教授  1男 0女 
講師      1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1男 0女 

教授      2男 2女     
副教授    4男 1女 
助理教授  1男 0女 
講師      0男 0女 

教授      3男 0女     
副教授    2男 1女 
助理教授  0男 0女 
講師      0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   1男   0女 

教授        2男 0女     
副教授      3男 1女 
助理教授    0男 0女 
講師        0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 1男 0女 

教授     5男 0女     
副教授   2男 0女 
助理教授 0男 0女 
講師     0男 0女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專任（專案）教師名冊                              106.11.7                        

人文暨管理學院-各系教師 

資訊管理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航運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 通識教育中心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別 姓名 

教授 黃國光
(105.7.1) 

專案助理
教授 

林紀璿 

(104.2.1) 
教授 王瑩瑋 教授 王昱傑

（103.6.1） 副教授 王月秋 教授 王明輝 副教授 張鳳儀 

教授 
陳建亮 

(105.12.1) 
  教授 陳甦彰 副教授 韓子健 副教授 姚慧美

（100.2.1） 教授 蔡明惠 助理教授 
侯建章 

(校缺) 

教授 
高國元 

(106.6.1) 
  副教授 楊崇正 副教授 李穗玲 助理教授 譚峻濱 教授 洪櫻芬 助理教授 黃齊達

（103.1.1） 

副教授 林永清   副教授 陳至柔 副教授 賴素珍 講    師 洪芙蓉 教授 洪藝芳
（102.5.1） 助理教授 洪國瑋 

助理教授 呂峻益
（103.8.1）   助理教授 陳俊宏 助理教授 賴阿蕊 專案助理教授 謝慧桂

（105.2.1） 教授 林寶安 專案助理教授 
胡蘊玉 

(106.8.1) 

講  師 陳宜豪   助理教授 鄭玲玲
（102.08.01） 講   師 林振榮 專案講師 Phillip 副教授 姜佩君 體育專案助理

教授 
邱詩涵

（105.2.1） 

專案助理教
授 

李宗儒
（103.8.1）   助理教授 唐嘉偉

（103.8.1） 
專案助理教

授 
郭思瑜 

(106.8.1) 

專案 

教師 
 副教授 鍾怡慧

（103.7.1） 體育專案講師 李岳修
（101.8.1） 

專案助理教
授 吳鎮宇   專案助理教授 鍾國章

（105.8.1）   語文中心專案
助理教授 

藍恩明
（106.8.1） 副教授 陳禮彰   

專案助理教
授 

邱美倫 

(106.8.1) 

 

 

 

 專案助理教授 陳志誠
（105.8.1）   語文中心專案

助理教授 
許秀玲 

(105.8.1) 
副教授 

蔡依倫 

(105.9.1) 
  

        語言中心專案
助理教授 

林嘉鴻 

(105.9.20) 
    

人數 
專任 6人 

專案 4人 
人數 

專任 7人 

專案 2人 
人數 

專任 6人 

專案 1人 
人數 

專任 4人 

專案 5人 
人數 

專任 13人 

專案 3人 

教授          3男 0女     

副教授        1男 0女 

助理教授      1男 0女 

講師          1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  3男 1女 

教授          2男 0女     

副教授        2男 0女 

助理教授      2男 1女 

講師          0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  2男  0女 

教授          1男 0女     

副教授        1男 2女 

助理教授      0男 1女 

講師          1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  0男 1女 

教授          0男 0女     

副教授        0男 2女 

助理教授      1男 0女 

講師          0男 1女 

專案助理教授  2男  2女 

專案講師      1男   0女 

教授           3男 2女  

副教授         1男 4女 

助理教授       3男 0女 

講師           0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   0男 2女 

專案講師       1男  0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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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休閒學院-各系教師 

觀光休閒系 

(碩士班) 
餐旅管理系 海洋遊憩系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職  別 姓  名 

教授 于錫亮 講師 林菁真 教授 
吳  菊 

（105.12.01） 
教  授 

吳政隆 

(104.6.1) 

教授 李明儒 
專案助理教授 

(104.8.1) 
楊倩姿 副教授 

陳宏斌 

（102.02.01） 
副教授 

黃俞升 

(104.6.1) 

副教授 
趙惠玉 

（100.2.1） 
專案助理教授 

韓明娟 

(104.8.1) 

副教授 

 

潘澤仁 

（103.12.01）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陳正國 

(104.6.23) 

副教授 
戴芳美 

（100.2.1） 
專案助理教授 

林妤蓁 

(105.8.1) 
助理教授 康桓甄 副教授 

胡俊傑 

(104.6.1) 

副教授 
白如玲 

(104.6.1) 
專案助理教授 

莊中銘 

(105.8.1) 
助理教授 陳立真 助理教授 高紹源 

副教授 方祥權 專案講師 朱盈蒨 助理教授 古旻艷 專案助理教授 
吳建宏 

（105.2.1） 

助理教授 王淑治 專業技術專案教師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
專案教師 

楊錦騰 

(106.8.1) 
專案助理教授 

張晏瑋 

(105.8.1) 

助理教授 
呂政豪 

（103.8.1） 
      

人數 
專任 9人 

   專案 5人 
人數 

專任 6人 

專案 1人 
人數 

專任 5人 

   專案 2人 

教授           2男 0女     
副教授         1男 3女 
助理教授       1男1女 
講師           0男1女 
專案助理教授          1男3女 
專案講師                0男 1女 
 

教授           0男 1女     
副教授         1男 1女 
助理教授       0男 3女 
講師           0男 0女 
專案副教授             1男  0女（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        1男 0女     
副教授      3男 0女（含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    1男 0女 
講師        0男 0女 
專案助理教授     2男  0女 
 

 

教官 楊智為       

技術師 洪明豪       

合計   專任 93人＋技術師洪明豪+教官楊智為（少校）；專案 26人 

專任：93 人 

教授     32       男 27       女 5 

副教授   39       男 23       女 16 

助理教授 17       男 11       女 6      

講師      5       男 3        女 2       

 

專案：26 人 

專案副教授   1   男 1   女 0 

專案助理教授 22  男 13  女 9 

專案講師     3   男 2   女 1 

 

      專任    男 64   女 29        專案  男 16  女 10 

      Total    男 80+2 女 39 

 

106-1 專任教師 93 人 +  2（技術師洪明豪、教官楊智為） = 95 

     專案教師 26 人 

小計         119 人 +  2（技術師洪明豪、教官楊智為） =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