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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  日間部  導師名單（建工/燕巢）   1080409 

工學院 電資學院 

化材系 模具系 電機系 電子系 

系主任：吳忠信主任 系主任：徐中華主任 系主任：梁廷宇主任 系主任：洪盟峯主任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四化材一甲 黃朝偉 
五模一甲 

葉松瑋 四電一甲 黃鐘慶 四子一甲 丁信文 

四化材一乙 李建良 鄭瑞鴻 四電一乙 陳附仁 四子一乙 鄭瑞川 

四化材二甲 吳瑞泰 四模一甲 廖俊忠 四電一丙 辜德典 四子一丙 連志原 

四化材二乙 陳弘穎 四模一乙 張朝誠 四電二甲 卓胡誼 四子二甲 劉志益 

四化材三甲 顏福杉 四模一丙 張致遠 四電二乙 陸緯庭 四子二乙 周肇基 

四化材三乙 高立衡 四模二甲 歐士輔 四電二丙 黃科瑋 四子二丙 謝欽旭 

四化材四甲 蔡政賢 四模二乙 林恆勝 四電三甲 曲有明 四子三甲 邱建良 

四化材四乙 蔡平賜 四模二丙 張高華 四電三乙 羅國原 四子三乙 鐘國家 

延修班 吳忠信 四模三甲 謝宗翰 四電三丙 林嘉宏 四子三丙 劉炳宏 

  四模三乙 郭俊賢 四電四甲 賴俊如 四子四甲 江柏叡 

  四模三丙 林香君 四電四乙 吳坤德 四子四乙 潘建源 

土木系 四模三丁 王心德 四電四丙 鄭憲成 四子四丙 朱紹儀 

系主任：黃忠發主任 四模四甲 許昭和 四電四丁 陳文平 延修班  吳曜東 

班級 導師 四模四乙 林俊宏 延修班 梁廷宇   

五土一甲 許博淵 四模四丙 姚創文     

林智強 四模四丁 郭承憲     

四土一甲 陳世豪 技模三甲 許進忠     

莊正昀 技模四甲 許文政 資工系   

四土一乙 
謝嘉聲 延修班 蔡孟修 系主任：林威成主任   

蘇育民 機械系 班級 導師   

四土二甲 郭文田 系主任：方得華主任 四資工一甲 蕭淳元   

四土二乙 黃立政 班級 導師 四資工二甲 王志強   

四土三甲 王裕仁 四機一甲 許光城 四資工三甲 張道行   

四土三乙 潘煌鍟 四機一乙 陳錦泰 四資工四甲 張雲龍   

四土四甲 林明昭 四機一丙 陳道星 延修班 林威成   

四土四乙 吳翌禎 四機二甲 康耀鴻     

延修班 黃忠發 四機二乙 江家慶     

工管系 四機二丙 鄭振宗       

系主任：吳杉堯主任 四機三甲 蔡立仁     

班級 導師 四機三乙 何信宗     

四工一甲 賴順德 四機三丙 王珉玟     

四工二甲 王來旺 四機三丁 張國明     

四工三甲 戴貞德 四機三戊 林銘哲     

四工四甲 蘇明鴻 四機四甲 龐大成 備註： 

1. 日間部：18系，156個班級，164 名導師。 

    2.進修推廣處：13系，52個班級，52 名導師。 

       3.進修學院：9 系，18 個班級，18名導師。 

技工三甲 盧瑞琴 四機四乙 徐金城 

技工四甲 謝廣漢 四機四丙 鄭宗杰 

延修班 吳杉堯 四機四丁 許兆民 

  延修班 方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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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文創系 資管系 觀光系 

系主任：翟治平主任 系主任：張添香主任 系主任：吳志康主任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四文創一甲  林皇耀 四資一甲 張添香 四觀一甲 林秉敏  

四文創二甲  謝貴文 四資一乙 張俊陽 四觀二甲 王明元  

四文創三甲  徐錦成 四資二甲 傅振瑞 四觀二乙 游仁良  

四文創四甲  丁旭輝 四資二乙 侯易佑 四觀三甲 蔡長清  

延修班 翟治平 四資三甲 黃河銓 四觀三乙 吳志康  

  四資三乙 郝沛毅 四觀四甲 李明聰  

  四資四甲 龔千芬 延修班 吳志康  

應外系 四資四乙 簡世文   

系主任：羅雅芬主任 延修班 黃天受   

班級 導師     

四外一甲 左宗宏     

四外一乙 黃士人 國企系 企管系 

四外二甲 張蘭心 系主任：李建慧主任 系主任：余銘忠主任 

四外二乙 唐綺霞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四外三甲 廖惠娟 四國企一甲 鄭兆宏 四企一甲 葉惠忠 

四外三乙 王昱鈞 四國企二甲 張瑞芳 四企二甲 李政峯 

四外四甲 許呈瑟 四國企三甲 李曉青 四企三甲 黃義俊 

四外四乙 陳怡如 四國企四甲 李仁耀 四企四甲 劉季貞 

延修班 羅雅芬 延修班 李建慧 延修班 余銘忠 

人資系 金資系 財管系 

系主任：黃瓊慧主任 系主任：張嘉倩主任 系主任：姚名鴻主任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班級 導師 

四人一甲 
董玉娟(單號) 四金資一甲 楊耿杰 四財管一甲 柯伯昇 

陳必碩(雙號) 四金資二甲 程言信 四財管一乙 姚名鴻 

四人二甲 
陳儀蓉(雙號) 四金資三甲 謝坤民 四財管二甲 盧正壽 

王明啟(單號) 四金資四甲 簡美瑟 四財管二乙 陳柏青 

四人三甲 
吳淑敏(單號) 延修班 張嘉倩 四財管三甲 汪青萍 

黃佳純(雙號) 會計系 四財管三乙 羅正忠 

四人四甲 
 王湧泉(單號) 系主任：沈文華主任 四財管四甲 張純萍 

許淑寬(雙號) 四會一甲 謝宛庭 四財管四乙 李彗綾 

延修班 黃瓊慧 
四會二甲 謝淑旦 延修班 姚名鴻 

四會三甲 曾玉琦   

  四會四甲 林宗輝   

  延修班  沈文華   

 

http://itrade.kuas.edu.tw/people/bio.php?PID=10
http://itrade.kuas.edu.tw/people/bio.php?PID=15
http://itrade.kuas.edu.tw/people/bio.php?PID=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