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10學年度單位主管聘任名冊 

＊未註明聘期之主管，聘期自 110年 8月 30 日起至 111年 07月 31 日止。 

110.09.14更新 

職別 姓名 備註 

副校長 吳登強 110.08.30-113.06.30 

副校長 賴秋蓮 110.08.30-113.06.30 

稽核室主任 許惠珍 

110.08.01-110.09.08 

110.09.09-111.07.31(依據 110 年

9 月 9 日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

大學董事會高醫董志字第

1100000267 號函辦理) 

秘書處主任秘書 程廣義  

秘書 蔡蕙如  

秘書 吳欣芳  

秘書 蕭世芬  

秘書 馮包晶瀅  

  行政事務組組長 陳靜宜  

  法規事務組組長 顏薇珊 代理 

  校友暨公共事務組組長 馮包晶瀅 兼 

  事業發展組組長 龔雅婷  

  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主任 李建宏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袁行修  

  副研發長 陳泊余  

  學術研究組組長 林雅凡  

  行政規劃組組長 汪硯雲  

  研究資源組組長 許雅玲  

  醫學資訊與統計中心主任 翁世峰  



  實驗動物中心主任 劉于鵬  

  學術倫理辦公室主任 袁行修  

教務處教務長 賴秋蓮  

  副教務長 葉竹來  

  招生組組長 陳佳如  

  註冊課務組組長 侯自銓  

  教務企劃組組長 莊建儀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主任 黃旼儀  

  推廣教育與數位學習中心主任 蔡宜蓉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汪宜霈  

  秘書 陳炳宏  

  生活輔導組組長 林佩昭  

  課外活動組組長 陳昭彥  

  衛生保健組組長 曾櫻花  

  職涯發展組組長 陳炳宏 兼 

  軍訓室主任 張松山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 彭武德  

總務處總務長 林昭宏  

  秘書 蔡麗桐  

  事務組組長 林翀 代理 

    駐衛警察小隊長 劉鋕英  

    駐衛警察班長 劉益全  

  採購組組長 蔡麗桐  



  出納組組長 邵鳳卿  

  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 吳慧君  

  營繕組組長 陳信福  

圖書資訊處圖資長 程廣義 暫代 

  副圖書資訊長 李惠珠  

  資訊系統組組長 林揚凱  

  網路技術組組長 謝志昌  

  採編典藏組組長 上官儒宗  

  讀者服務組組長 徐淑倩  

  數位資源組組長 高立興  

  校史暨醫學人文館館長 李惠珠  

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藍政哲  

  企劃發展組組長 吳慶軒  

  學生交流組組長 蘇詠超  

  學術合作組組長 王聖帆  

產學營運處產學長 王志光  

  產學合作組組長 王彥雄  

  智財保護與科技管理組組長 黃理哲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蔡旻恭  

人力資源室主任 蔡宜玲  

  人力發展組組長 蔡宜玲 暫代 

  福利考核組組長 朱怡蓓  

會計室主任 許芳益  



  歲計組組長 林明燕  

  會計組組長 張淑清  

  財務規劃組組長 待聘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 許智能  

  安全衛生組組長 林韋佑  

  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組長 李佳陽  

   

醫學院院長 盧柏樑 
田英俊 110.08.01-110.08.29(代理) 

盧柏樑 110.08.30-113.08.29 

  教學組組長 陳秀蘭  

  研發組組長 孫昭玲  

  國際組組長 卓士峯  

  綜合組組長 李建興  

  學務組組長 林皇吉  

醫學院副院長 郭昭宏  

醫學院副院長 陳正生  

醫學院副院長 羅怡卿  

醫學院副院長 許雅玲  

醫學系主任 徐仲豪 110.08.01-113.07.31 

醫學系副系主任 黃孟娟  

醫學系副系主任 楊曉芳  

醫學系副系主任 林彥克  

醫學系副系主任 林宜靜  

學士後醫學系主任 楊志仁 110.08.01-113.07.31 



學士後醫學系副系主任 楊淵韓  

學士後醫學系副系主任 陳思嘉  

學士後醫學系副系主任 吳哲維  

學士後醫學系副系主任 董宜青  

  生物化學科主任 黃啟清  

  解剖學科主任 李怡琛  

  寄生蟲學科主任 林榮峙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主任 張玲麗  

  藥理學科主任 羅怡卿  

  病理學科主任 張孔昭  

  生理學科主任 陳贊如  

  公共衛生學科主任 莊弘毅  

  內科學科主任 許超群  

  外科學科主任 郭耀仁  

  骨科學科主任 黃炫迪  

  麻醉學科主任 程廣義  

  婦產學科主任 龍震宇  

  小兒學科主任 徐仲豪  

  眼科學科主任 許淑娟  

  家庭醫學科主任 張家禎  

  耳鼻喉學科主任 吳哲維  

  泌尿學科主任 阮雍順  

  皮膚學科主任 藍政哲  



  神經學科主任 徐崇堯  

  精神學科主任 陳正生  

  放射線學科主任 許瑞昇  

  放射線治療學科主任 黃志仁  

  實驗診斷學科主任 張孔昭  

  核子醫學科主任 張晉銓  

  復健學科主任 陳嘉炘  

  急診醫學科主任 劉冠廷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主任 楊仁宏  

呼吸治療學系主任 陳秀玲 108.02.01-111.01.31 

運動醫學系主任 林槐庭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周伯禧  

  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林槐庭  

醫學研究所所長 吳炳男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許世賢  

  博士班主任 孫昭玲  

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黃書彬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潘美仁  

  博士班主任 黃書彬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藍政哲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黃書彬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師健民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周伯禧  



口腔醫學院院長 鄭景暉 110.02.01-113.01.31 

  教學組組長 陳丙何  

  研發暨國際組組長 林英助  

  綜合組組長 劉秀月  

牙醫學系主任 陳玉昆 110.08.01-113.07.31 

口腔衛生學系主任 何佩珊 110.08.01-113.07.31 

   

藥學院院長 黃耀斌 110.02.01-113.01.31 

  研發組組長 顏嘉宏  

  國際組組長 陳宜芳  

  教學組組長 謝坤屏  

  綜合組組長 蔡秀芬  

藥學系主任 柯宏慧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張訓碩  

  臨床藥學碩士班主任 陳崇鈺  

  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陳崇鈺  

  博士班主任 張訓碩  

香粧品學系主任 陳冠年 
陳冠年 107.10.05-110.10.04 

石啟仁 110.10.05-113.10.04 

  碩士班主任 陳冠年  

天然藥物研究所所長 王惠君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王惠君  

  博士班主任 王惠君  

毒理學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林英琦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林英琦  

   

護理學院院長 李碧娥 109.02.01-112.01.31 

  研發暨國際組組長 林韋婷  

  教學組組長 蘇以青  

  綜合組組長 楊麗玉  

護理學系主任 林淑媛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劉  怡  

  博士班主任 李碧娥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姚卿騰  

   

健康科學院院長 黃友利 108.02.01-111.01.31 

  研發暨國際組組長 莊智弘  

  教學組組長 魏春旺  

  綜合組組長 柯建志  

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陳培詩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陳培詩  

  博士班主任 陳培詩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主任 柯良胤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柯良胤  

  博士班主任 柯良胤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主任 饒若琪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饒若琪  



  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饒若琪  

物理治療學系主任 廖麗君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廖麗君  

職能治療學系主任 陳明德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陳明德  

  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陳明德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主任 陳以德 110.08.01-113.07.31 

  碩士班主任 陳以德  

  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陳以德  

人工智慧健康產業應用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陳以德  

   

生命科學院院長 張學偉 
107.10.11-110.10.10 

110.10.11-113.10.10 

  研發暨國際組組長 黃俊嬴  

  教學組組長 謝寶森  

  綜合組組長 劉旺達  

學士班主任 李瑞年  

醫藥化學暨生物科技碩士班主任 李瑞年 110.09.07-111.07.31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主任 高佳麟 
109.10.20 起代理至新任系主任上

任日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主任 黃斌 110.08.01-113.07.31 

生物科技學系主任 梁世欣 110.08.01-113.07.31 

生命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李瑞年  

   

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呂佩穎 
107.10.01-110.09.30 

110.10.01-113.09.30 



  研發暨國際組組長 邱大昕  

  教學組組長 尤素芬  

  綜合組組長 李淑君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陳建州 110.08.01-113.07.31 

心理學系主任 林錦宏 110.08.01-113.07.31 

性別研究所所長 胡郁盈 110.08.01-113.07.31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張榮叁  

  教學研究組組長 董力華  

  綜合組組長 徐靜輝  

體育教學中心主任 莊宜達  

語言與文化中心主任 蔡蕙如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主任 姚惠忠 
110.08.30-111.01.31 

(111.02.01起教授休假研究)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黃芷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