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總務處職務代理人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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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長室 陳維忠 總務長 2301 施憲權 陳世杰 

總務長室 施憲權 秘書 2311 施佳宏  

總務長室 蕭于真 組員 2006 黃舒屏  

總務長室 黃姵瑀 專案組員 2308 吳姿青  

事務組 施佳宏 副組長 2312 施憲權 許文財 

事務組 許文財 組員兼副組長 3312 施憲權 施佳宏 

事務組 莊志明 組員 2309 吳姿青  

事務組 卓家億 組員 3318 王雅常 陳俊宏 

事務組 史燕珍 組員 2337 吳姿青  

事務組 趙明芳 組員 2314 陳俊宏 卓家億 

事務組 陳榮良 組員 2317 胡豪峰 陳俊宏 

事務組 陳俊宏 組員 2315 趙明芳 陳榮良 

事務組 胡豪峰 組員 2313 陳榮良 陳俊宏 

事務組 張毓仁 組員 2326 黃進金 郭晉瑋 

事務組 郭晉瑋 組員 2330 張毓仁  

事務組 楊忠輝 書記 2340 唐敦仁 黃進金 

事務組 黃進金 組員 2324 張毓仁 陳甲樺 

事務組 唐敦仁 事務員 2320 楊忠輝 黃進金 

事務組 胡绣琴 事務員 6569221 Angel  

事務組 黃有恆 組員 3314 許義雄 楊慧珍 

事務組 尤彩鳳 專員 3315 楊慧珍  

事務組 吳姿青 專案專員 9 黃姵瑀 史燕珍 

事務組 許義雄 組員 3313 黃有恆 楊慧珍 

事務組 郭旻儒 專案組員 2316 張毓仁 郭晉瑋 

保管組 陳維忠 組長 2301 施憲權 陳世杰 

保管組 陳甲樺 代理副組長 2321 施憲權  

保管組 林維厚 組員 2323 陳淑靖  

保管組 陳淑靖 組員 2319 林維厚 林雅芬 

保管組 林雅芬 組員 2322 林維厚  

保管組 楊慧珍 組員 3008 許義雄 卓家億 

出納組 巫惠琪 副組長 2335 施憲權 陳世杰 

出納組 陳月雀 組員 2332 林靜儀  

出納組 林靜儀 組員 2333 陳月雀  

文書組 陳文祥 代理組長 2342 施憲權 陳維忠 

文書組 吳幸儒 組員 2346 陳文祥 鄭清賢 

文書組 鄭清賢 事務員 2343 陳文祥 吳幸儒 

營繕組 陳世杰 組長 2351 許秋田 許智彥 

營繕組校本部 許秋田 副組長 2352 陳世杰 許智彥 

營繕組校本部 許智彥 技正 2353 林耀輝 吳孟修 



營繕組校本部 林榮祖 技士 2354 蘇義華 柯憲文 

營繕組校本部 吳孟修 技士 2355 林耀輝 徐辜茂嘉 

營繕組校本部 蘇義華 技士 2356 吳孟修 徐辜茂嘉 

營繕組校本部 徐辜茂嘉 技士 2362 蘇義華 林昭明 

營繕組校本部 韓岳君 專員 2364 林耀輝 吳孟修 

營繕組校本部 林耀輝 技士 2357 林昭明 柯憲文 

營繕組校本部 柯憲文 技士 2360 林榮祖 林昭明 

營繕組校本部 林昭明 技佐 2358 林軒 柯憲文 

營繕組校本部 林軒 技士 2363 林昭明 徐辜茂嘉 

營繕組校本部 蔡忠霖 技佐 2359 林軒 柯憲文 

營繕組(醫學院區) 邱順國 副組長 3322 林榜源 呂見正 

營繕組(醫學院區) 林榜源 技士 3327 呂見正 張明雄 

營繕組(醫學院區) 呂見正 技士 3323 林榜源 倪裕泰 

營繕組(醫學院區) 張明雄 技士 3326 呂見正 倪裕泰 

營繕組(醫學院區) 倪裕泰 技士 3325 張明雄 林榜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