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醫學院業務職掌劃分表及職務代理人名冊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 

電話 

職務代理人 

第 1 

代理人 

第 2 

代理人 

醫學院 陳翰容 院長 7005 洪哲穎 林立偉 

醫學院 洪哲穎 副院長 7915 陳麗琴 林立偉 

醫學院 

院長室 
楊慧貞 專員 7007 陳美合 章箴慧 

醫學院 

院長室 
莊傳義 技士 7008 許弘昇 陳鉅翔 

醫學院 

院長室 
劉曜誠 

計畫案 

專任助理 
3016 許弘昇 陳鉅翔 

醫學院 

院長室 
吳文勝 技士 7009 莊傳義 許弘昇 

醫學院 

院長室 
許弘昇 組員 7014 吳文勝 劉曜誠 

醫學院 

院長室 
張惠敏 

約用 

獸醫師 
7015 陳鉅翔 趙錦秀 

醫學院 

院長室 
陳鉅翔 技士 7010 張惠敏 趙錦秀 

醫學院院長室 趙錦秀 約用人員 7010 張惠敏 陳鉅翔 

後中醫系 林立偉 主任 7051 蔡汎修 楊婷婷 

後中醫系 姜琇瓊 組員 7052 簡嘉葦 陳美合 

生科系 謝文權 主任 7319 石明正 廖健森 



生科系 黃亭螢 組員 7302 洪慈翊 簡嘉葦 

健管系 廖梨伶 主任 7420 陳怡君 郭信智 

醫放系 

健管系 

醫管系 

林鈺庭 專案組員 
7803 

7403 

7603 

陳清怡 黃克惠 

健管系 黃克惠 專員 7402 林鈺庭 蔡金鳳 

醫工系 張慧柔 主任 7474 郭士民 王家鍾 

醫工系 簡嘉葦 組員 7453 姜琇瓊 洪慈翊 

職治系 李柏森 主任 7516 游子瑩 黃千瑀 

職治系 蔡金鳳 組員 7502 曹家鳳 黃亭螢 

物治系 李新民 主任 7551 游家源 陳建良 

物治系 曹家鳳 約用行政助理 7552 蔡金鳳 黃亭螢 

醫管系 郭光明 主任 7601 馬震中 羅英瑛 

醫管系 楊玉鳳 組員 7602 林鈺庭 陳清怡 

醫放系 丁慧枝 主任 7801 陳泰賓 張力允 



醫放系 陳清怡 專員 7802 孫巧俐 楊玉鳳 

護理系 林佑樺 主任 
7701 

7719 
潘怡如    高家常 

護理系 陳美合 組員 7702 潘曉琦 盧坤輝 

護理系 潘曉琦 組員 7703 陳美合 盧坤輝 

護理系 盧坤輝 約用  助理 7703 陳美合 潘曉琦 

營養系 陳麗琴 主任 7901 賴苡汝 方麗雯 

營養系 孫巧俐 專員 7902 章箴慧 陳美合 

醫技系 曹妮娜 主任 7660 何政勳 陳怡曉 

醫技系 洪慈翊 約用行政助理 7652 黃亭螢 簡嘉葦 

長照班 顏子翔 約用行政助理 7012 楊慧貞 陳美合 

醫學系 梁正隆 主任 7951 郭志峯 林俊農 

醫學系 章箴慧 組員 7952 孫巧俐 楊慧貞 

後醫系 楊生湳 主任 7151 周明加 孫灼均 



後醫系 周明加 副主任(基礎) 7061 楊生湳 孫灼均 

後醫系 孫灼均 副主任(臨床) 7151 楊生湳 周明加 

後醫系 陳郁雯 組員 7152 鄭翠弦 鄭雅云 

後醫系 鄭翠弦 約用行政助理 7153 陳郁雯 翁郁婷 

後醫系 翁郁婷 專案行政助理 7194 周筱瑤 鄭雅云 

後醫系 周筱瑤 專案行政助理 7193 鄭雅云 翁郁婷 

後醫系 鄭雅云 專案行政助理 7156 翁郁婷 周筱瑤 

後醫系 李祥君 專案行政助理 7157 周筱瑤 鄭雅云 

 

 

 

 

院長：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