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09年度第2學期工程學院導師名單110.01製 

院    系    別 主管及班級導師 學制 班 級 備註 

工  程  學  院 院長: 何智廷   院導師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系主任：林忠志   主任導師 

 邱薆蕙 四技 一甲  

 詹子奇 四技 一乙  

 楊東昇 四技 二甲  

 林盛勇 四技 二乙  

 佘振華 四技 三甲  

 謝秋帆 四技 三乙  

 張文陽 四技 四甲  

 陳進益 四技 四乙  

 陳進益 國際專班 四年級  

*機電輔系國際專班四年級於109學年度為兩學期制，與日間部相同。 

 廖玉峯   系教官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系主任︰方昭訓   主任導師 

 楊崇煒 四技 一甲  

 李景恒 四技 一乙  

 林秀芬 四技 二甲  

 陳興松 四技 二乙  

 蔡定侃 四技 三甲  

 曾春風 四技 三乙  

 鍾淑茹 四技 三丙  

 黃妙冠 四技 四甲  

 李炤佑 四技 四乙  

 萬熙鶴   系教官 



     

機械設計工程系 系主任︰黃自貴   主任導師 

 黃金龍 四技 一甲  

 許清閔 四技 一乙  

 余明達 四技 二甲  

 蕭俊卿 四技 二乙  

 黃運琳 四技 三甲  

 林玉華 四技 三乙  

 陳建信 四技 四甲  

 林明宗 四技 四乙  

精密機械工程科 洪櫻花 五專 一甲  

 廖尹華 五專 二甲  

 毛彥傑 五專 三甲  

 廖玉峯   系教官 

     

動力機械工程系 系主任︰魏進忠   主任導師 

 謝宜宸 四技 一甲  

 唐聖億 四技 一乙  

 陳新郁 四技 二甲  

 葉進純 四技 二乙  

 林世章 四技 三甲  

 張信良 四技 三乙  

 謝傑任 四技 四甲  

 蔡逢哲 四技 四乙  

 謝龍昌 四技 三攜  

 徐烱勛 四技 四攜  



 林思妤   系教官 

     

自動化工程系 系主任︰李政道   主任導師 

 陳建璋 四技 一甲  

 陳俊仁 四技 一乙  

 蔡明標 四技 二甲  

 何信璋 四技 二乙  

 謝文祥 四技 三甲  

 陳世欣 四技 三乙  

 李孟澤 四技 四甲  

 郭如男 四技 四乙  

 林博正 四技 四丙  

 萬熙鶴   系教官 

     

飛機工程系 系主任︰吳文忠   主任導師 

航機組 林中彥 四技 一甲  

 劉昇祥 四技 一乙  

 蔡永利 四技 二甲  

 楊世英 四技 二乙  

 葉俊郎 四技 三甲  

 陳冠旭 四技 三乙  

 王中皓 四技 四甲  

 林鴻佳 四技 四乙  

航電組 林煥榮 四技 一甲  

 李朝陽 四技 一乙  



 吳永駿 四技 二甲  

 張鴻義 四技 二乙  

 李榮全 四技 三甲  

 宋朝宗 四技 三乙  

 劉文忠 四技 四甲  

 沈義順 四技 四乙  

航空維修學位學程 郭兆書 四技 三甲  

 郭兆書 四技 四甲 兼任 

 黃祥銘   系教官 

     

車輛工程系 系主任︰邱明志   主任導師 

 王建民 四技 一甲  

 邱國慶 四技 一乙  

 卓慶章 四技 二甲  

 蔡汯嶧 四技 二乙  

 許坤寶 四技 三甲  

 朱存權 四技 三乙  

 邱青煌 四技 四甲  

 田自力 四技 四乙  

 黃祥銘   系教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09年度第2學期電資學院導師名單110.01製 

院    系    別 主管及班級導師 學制 班 級 備註 

電 資 學 院 院長：莊為群   院導師 

電機工程系 系主任: 鄭佳炘   主任導師 

 林光浩 二技 一甲  

 蔡建峰 二技 二甲  

 彭先覺 四技 一甲  

 張凱雄 四技 一乙  

 陳政裕 四技 二甲  

 呂啟彰 四技 二乙  

 丁英智 四技 三甲  

 邱國珍 四技 三乙  

 吳森統 四技 四甲  

 黃國鼎 四技 四乙  

 林思妤   系教官 

     

資訊工程系 系主任:張朝陽   主任導師 

 林武杰 四技 一甲  

 簡銘伸 四技 一乙  

 鄭錦聰 四技 二甲  



 江季翰 四技 二乙  

 陳國益 四技 三甲  

 游允帥 四技 三乙  

 黃世昌 四技 四甲  

 黃惠俞 四技 四乙  

 莊錦俊 五專 一甲  

 黃淑貞   系教官 

     

光電工程系 系主任︰鄭旭志   主任導師 

 莊賦祥 四技 一甲  

 劉代山 四技 一乙  

 雷伯薰 四技 二甲  

 林華川 四技 二乙  

 林蕙琪 四技 三甲  

 蔡裕勝 四技 三乙  

 鄭錦隆 四技 四甲  

 廖重賓 四技 四乙  

 黃淑貞   系教官 

     

電子工程系 系主任︰水瑞鐏   主任導師 



 劉偉行 二專 一甲  

 沈 自 二專 二甲  

 王榮爵 二技 一甲  

 杜永枰 二技 二甲  

 陳柏宏 四技 一甲  

 黃俊銘 四技 二甲  

 張益新 四技 三甲  

 陳文瑞 四技 四甲  

 黃淑貞   系教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09年度第2學期管理學院導師名單110.01製 

院    系    別 主管及班級導師 學制 班 級 備註 

管  理  學  院 院長：張洝源   院導師 

工業管理系 系主任：黃信豪   主任導師 

 李英聯 四技 一甲  

 顧瑞祥 四技 一乙  

 楊太宏 四技 二甲  

 胡伯潛 四技 二乙  

 陳盈彥 四技 三甲  

 鄭宗明 四技 三乙  

 張俊郎 四技 四甲  

 李孟樺 四技 四乙  

 王世宗   系教官 

     

資訊管理系 系主任︰吳純慧   主任導師 

 藍友烽 四技 一甲  

 吳昌憲 四技 二甲  

 胡念祖 四技 三甲  



 阮炳嵐 四技 四甲  

 王世宗   系教官 

     

企業管理系 系主任︰廖彩伶   主任導師 

 吳俊儀 四技 一甲  

 徐怡 四技 一乙  

 鄭錳新 四技 二甲  

 鄧誠中 四技 二乙  

 解燕豪 四技 三甲  

 陳鈺淳 四技 三乙  

 梁直青 四技 四甲  

 呂麒麟 四技 四乙  

 王世宗   系教官 

     

財務金融系 系主任︰許江河   主任導師 

 王若愚 四技 一甲  

 吳建臺 四技 二甲  

 李竹芬 四技 三甲  

 黃志祥 四技 四甲  

 廖玉峯   系教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09年度第2學期文理學院導師名單110.01製 

院    系    別 主管及班級導師 學制 班 級 備註 

文  理  學  院 院長：羅朝村   院導師 

應用外語系 系主任：紀麗秋   主任導師 

 吳偉西 四技 一甲  

 李麗鳳 四技 一乙  

 吳宜諮 四技 二甲  

 王清煌 四技 二乙  

 林羣富 四技 三甲  

 黃珮雯 四技 三乙  

 河尻和也 四技 四甲  

 沈明月 四技 四乙  

 張雅鈞   系教官 

     

生物科技系 系主任：周文敏   主任導師 

 張耀南 四技 一甲  

 沈振峯 四技 一乙  

 王鐘毅 四技 二甲  

 石麗仙 四技 二乙  

 江佩倫 四技 三甲  



 彭及忠 四技 三乙  

 林家驊 四技 四甲  

 張雅鈞   系教官 

     

休閒遊憩系 系主任︰郭彰仁   主任導師 

 林宗賢 四技 一甲  

 陳湘琴 四技 二甲  

 郭漢鍠 四技 三甲  

 顏宏旭 四技 四甲  

 萬熙鶴   系教官 

     

多媒體設計系 系主任︰朱文浩   主任導師 

 陳星平 二技 一甲  

 白弘毅 二技 二甲  

 黎煥勤 四技 一甲  

 李蕙敏 四技 二甲  

 郭良印 四技 三甲  

 羅見順 四技 四甲  

 張雅鈞   系教官 

     



農業科技系 系主任：戴守谷   主任導師 

 王進學 四技 一甲  

 劉育松 四技 二甲  

 張雅鈞   系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