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吳清基 講座教授

林見昌 講座教授

何偉真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工程科學系博士
 國立虎尾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校長，講
座教授
 雲林縣古坑國小教師，台中師專助教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教
授、系所主任電算中心主任，理學院院
長，教授會理事主席
 中科院航空研究所顧問，兵整中心科技
評鑑委員
 經濟部專利審查委員、技術審查委員
 中華民國數學學會理事、常務理事

主要學經歷：
 美國羅里達大學植物系博士
 大葉大學校長
 大葉大學副校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事、技監(兼主任)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局長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農林廳副廳長
 獲 選 為 臺 大 園 藝 系 第 一 屆
傑 出 系 友
 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年度
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勵

主要學經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部部長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
 技術職業教育司司長
 行政院參事
 教育部常務次長
 教育部政務次長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台北市教育局局長
 台北市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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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學會學術委員會主委、理事、期刊
常務編輯、 獎勵委員會主委、監事、
常務監事理事•航太學會會員委員會主
委、理事長、諮議
中央研究院力學研究所推動小組委員
密西根大學、亞利桑那州大及史丹福大
學訪問學者
國科會工程處機械學門與航太學門複
審委員
林致平學術基金會召集人，中華航太產
業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公立大學校院協會監事、常務
監事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理事/常務理
事，技職教育學會理事











獲選為臺大十二位傑出女校友（臺大群
芳）
獲收錄於中央社世界年鑑名人錄(1998)
榮獲美國在台協會(AIT)年訪問學者
Scholarship（一個月訪美）(199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第五屆「優秀農業人
員」獎(1990)
第十屆全國十大傑出女青年(1984)
1988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論文
獎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助獲獎
人(1975-1979; 1982-1989)
中正農業科技研究獎助獲獎人(198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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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管理學院

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

林基源 講座教授

邱仲仁 講座教授

張世良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 管理學博士
 台北銀行董事長
 考試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

主要學經歷：
 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外交研究所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大使
 駐捷克共和國代表
 歐洲司司長
 駐瑞典王國代表
 條約法律司司長
 駐查德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駐馬達加斯加共和國特別代表團代表

主要學經歷：
 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
 美國甘迺迪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
 兩任工業團體立法委員
 立法院預算、經濟、外交委員會召集委
員
 中國兩岸工業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理事長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理事長






委員
中山大學校長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中山大學企管所所長兼企管系主任
台北富邦銀行 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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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副院長法文
傳譯
條約法律司副司長
駐盧森堡大公國代表處顧問
禮賓司專員委員兼交際科長
錢復次長秘書
外交部歐洲司專員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
世新、大同工學院兼任副教授
台灣省政府顧問
新黨全國競選暨發展委員會委員
財團法人八卦山大佛風景協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合作發展基金會的
董事長
台灣孔子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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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梁卓中 講座教授

陳明德 講座教授

陳厚銘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博士
 大葉大學副校長
 大葉大學代理校長
 大葉大學教務長
 大葉大學研發長
 大葉大學工學院院長
 大葉大學工學院副院長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主任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

主要學經歷：
 美國高登大學(GSU)博士
 總統府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中部科學園區招商委員會執行長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首席顧問
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顧問兼中區團
長
勞委會職訓局審查委員
台灣發展研究院董事

主要學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院長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理事長
 國立中興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
院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企管系主任兼所長
 國立中興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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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理工學院國防科學研究所所長
中正理工學院工學部主任
中正理工學院教務處處長
中正理工學院造船系(所)主任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兼任教授
中正理工學院造船工程學系教授
中正理工學院造船系教授
中正理工學院造船系副教授
中正理工學院造船系講師
中央科學研究院機械工程部助理研究
員
第二造船廠設計課工程師
第一造船廠船機群副工程師



全國工業協進會副理事長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首席顧問







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台育企管顧問公司顧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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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陳福壽 講座教授

曾仕強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成功大學工管碩士
 財團法人台南勞資事務基金會董事長
 統一集團副董事長
 統一公司總務部經理

主要學經歷：
 英國牛津大學管理哲學榮譽博士
 英國萊斯特大學管理哲學博士
 中華企管網集團首席顧問
 北京華夏智業管理學院院長










台南縣總工會理事長
台南市北區調節委員會主席

台灣興國管理學院首任校長
台灣智慧大學校長
台灣交通大學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成功雜誌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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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憂培訓大師首席顧問









胡雪岩研究會副會長
易學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人力資源發展學會常務理事
國際管理基礎會董事
美國東西方大學管理學教授
人類自救協會理事長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國際中國管理金會董事
胡雪岩研究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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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設計暨藝術學院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黃光男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行政院政務委員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高雄市鼎金國校教師
 高雄市壽山國中教師

黃英忠

管理學院

講座教授

黃敏助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韓國成均館大學經營管理博士
 國立高雄大學校長

主要學經歷：
 日本拓殖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
 財政部錢幣司、金融司稽核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教務長
國立中山大學總務長
國立中山大學募款委員會、校務發展
委員會及企業家聯誼會執行長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代理院長

大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總經理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兼總經理
證券分析協會理事長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兼任教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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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師專任助教、講師、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兼任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所長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聯誼會會長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國立中山大學出納主任、保管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教授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特約客座教授
深圳工業總會首席管理專家
台灣考試院典試委員
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理事長
高雄市廿一世紀都市發展協會理事
長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高雄市分會
第十七屆理事長
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人力資源學
報」發行人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商管科技季刊編
輯委員
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第
五屆常務理事
高雄市人力資源發展學會總幹事
台灣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員代表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副理事長
長榮大學管理學院諮議委員
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董事

立臺北大學企管研究所兼任教授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常務董
事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副理事長
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理事長

第 10 頁/共 26 頁

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

師資培育中心

設計暨藝術學院

黃營杉 講座教授

劉奕權 講座教授

蔡秀錦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
 台灣電力公司董事長

主要學經歷：
主要學經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歷任教  奧地利國立格拉茲音樂堲表演藝術大
育部科長、專門委員、副司長、督學、總務
學舞台設計碩士及藝術碩士
司長、國教司長、社教司長、主任秘書，及  高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副主







桃園縣科長、督學等職，曾任教於中、小學、
大學，並曾服務於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
文化部、國科會、故宮及原能會，行政與教
學歷練豐富，於各部會單位服務期間，積極
推動各項政策，政績卓著。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管理學會理事長
大葉大學董事
教育部顧問
國立台北大學教授會理事長

任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系主任
 國家兩廳院舞台主管 17 年
 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
蔡講座為國內外舞台設計的翹楚，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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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田機械關係企業執行長

燈光與服裝設計方面的實力深受藝界肯







中華彩色印刷公司總經理
美國聲寶公司副總裁
財政部財政金融專員
國立台北大學商學院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兼

定，為布拉格國際劇場設計展銀牌獎台灣代
表、今(2013)年暑假更主持德國國際藝術季
《杜蘭朵》歌劇舞台設計，展現過人創意，
獲各大歐洲主流媒體藝術版推崇報導，為本
校爭取極高之國際聲譽。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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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護理學系

蔡秀鸞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Nursing PhD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名譽理事長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理事會理事
長
 教育部第十屆中央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評鑑中心護理相關
學門評鑑主任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評鑑中心 TNAC 評鑑
委員
 教育部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審

管理學院博士班

外語學院

謝安田 講座教授

辜懷群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美國哈佛大學人力規畫博士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兼管理博士班
所長
 大葉大學副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
 大同工學院事業經營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
 潤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羽田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汽車事業
部總經理
 普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主要學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英國文學博士
 【新舞臺】館長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兼 京劇製作人
 中華戲劇學會 理事長
 （兩岸多地）華文戲劇節理事長
 澳洲墨爾本音樂演出中心節目顧問--亞洲
區代表
 國際組織資深會員：APAP, ISPA, AAPPAC,
FACP
 1977 年起任教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1989 年起不間斷地從事京劇的推廣工作
 與台灣京劇大師李寶春合作創新與推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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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
台灣護理學會編輯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聯合會
護理事業委員會委員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校教評會/
院教評會/系教評會委員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系
主任、所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院
院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校評會/校
務會議/學務會議等委員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研究發展處處
長



潤泰集團、羽田集團、功學社集團暨多
家中小企業管理顧問

劇，目前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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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外語學院

徐小虎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文化藝術學系教授
 曾經任教於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
術評論所
 曾任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美術館首任東方
藝術部長
 曾任教於澳洲、加拿大的大學
 1995 年替希臘的 Thessaloniki 市規劃了
「亞歷山大的四個世界」主題公園
 1999-2001 暑假期引導台南藝術大學的
學生認識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過去 80

觀光餐旅學院觀光旅遊學士學位學程

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朱玉鳳 講座教授

黃新發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美國舊金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2007-2009 外交部常務次長
 2006-2007 外交部禮賓司司長
 2003-2006 聖文森大使
 1998-2003 堪薩斯辦事處處長
 1996-1998 外交部經貿司副司長
 1995-1996 外交部經貿司專門委員
 1992-1995 外交部經貿司科長
 1986-1990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金山辦
事處秘書
 1980-1986 外交部禮賓司科員
 1979 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考試乙等考試

主要學經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
學系博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
 歷任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副主任、專
門委員兼任台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
習會主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暨教
育部中部辦公室專門委員、台灣省
政府教育廳第四科科長、台灣省政
府教育廳台灣書店總經理、台灣省
政府教育廳督學（兼省教職員福利
會總幹事）、苗栗縣政府教育局局
長、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督學（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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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從歐亞大陸發掘出土的絲路文
物；並且帶領他們參與由烏茲別克共和
國科學院薩瑪爾干考古研究所主持，俄
國冬宮博物館東方部主任 故 Dr. G.
Semenov 所領導的 Paikend 考古發掘工
作隊。
曾任 Bukhara(烏茲別克)藝術博物館館
長的諮詢顧問

台南縣）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第四科
視察、苗栗縣政府教育局主任督
學、苗栗縣政府教育局學務管理課
課長、苗栗縣政府教育局督學、苗
栗縣西湖國民小學教師等職。任內
擘畫全國高中、職教育政策、積極
推動 12 年國教，掌管全國高中職教
育行政，政績卓著，長期為教育部
及各級學校所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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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

榮念曾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築學士
 哥倫比亞大學城市設計碩士
 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席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
 香港設計中心董事
 香港—臺北—深圳—上海城市文化交流會議主席
 中華創意產業論壇召集人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董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顧問

工學院

李清庭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研究所碩士
 美國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電機博士
 成功大學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教授
 成功大學電資學院院長
 中華民國電子材料與元件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候補理事
 IEEE/LEOS 台灣分會財務長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工程技術發展處/處長
 中華民國電子材料與元件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候補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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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創局成員
1982~組成實驗劇團進念．二十面體
1993~ 委任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策劃創局成員
1996 ~ 1998 香港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1999 ~ 2000 策劃於柏林及香港舉行、為期 11 周的「香
港柏林當代文化節」
2010 應日本官方邀請，與「日本舞台劇第一人」佐藤
信聯合導演
2010 上海世博日本國家館主題演出—多媒體音樂劇
《朱鹮的故事》。
2011 主催策劃一系列能與崑劇等亞洲傳統表演藝術
的交流計劃
2012 從「天天」概念漫畫形象出發,發展成「『天天向
上』社區校園創意拓展計劃」
2009 德國聯邦總統頒發「德國聯邦十字絲帶勳章」
2008 國際戲劇中心（International Theatre Institute）頒
發 Music Theatre NOW 獎項





















中央標準局電子及電機類專利審查委員
美國 IEEE 學會 Senior Member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永久會員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永久會員
中國工程師學會永久會員
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永久會員
中華民國電子材料與元件協會永久會員
IEEE（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會員
OSA(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n )會員
SPIE 會員
教育部專科學校評鑑電子組委員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期刊論文評審委員
IEEE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期刊論文評審委
員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 期刊論文評審委員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s 期刊論文評審委員
經濟部科技研究專案計畫在國科會審查委員
政府重大科技計畫審查委員
考試院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考試院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典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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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應用日語學系

長友和彥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文學博士班中退(語言學研
究所)
 美國南加州大學文學碩士(語言學研究所)
 美國夏威夷大學文學碩士(第二語言英語研
究所)
 開南大學教授、約聘客座教授
 日本宮崎大學教授 名譽教授 客座教授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研究所教授
 日本廣島大學副教授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蔡志弘 講座教授

卓伯源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台灣大學 法律系法學士
 美國南美以美大學 法學碩士
 英國牛津大學 訪問學人
 美國金門大學 法學博士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顧問
 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伊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

主要學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名譽博士
 彰化縣議會（第十三屆）議員
 彰化縣議會（第十四屆）議員
 國際青年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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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戶大學國際交流會館協商主持人
日本名古屋短期大學專任講師、助理教授
兼任客座教授(東吳大學、大阪大學、愛知
教育大學、山口大學、澳洲蒙納許大學等)
日本神戶大學教學助理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學助理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專任講師
美國夏威夷大學研究所教學助理
書籍著作 11 冊、論文 65 篇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御茶水女子
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研究學會、多語言研究會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Multilingualism)創
設、理事長
以研究代表身分，取得多數科學研究補助費
參加 13 次在台灣舉辦之國際研討會、世界
大會擔任開場演講
日本 文化廳日本語教育相關領域調查研究
協助 調查研究委員會委員長
日本 大學日本語教員養成過程研究協議會
理事
日本 日本語教育學會評議員
日本 日本語教育學會教師研修委員











人
國家安全會議副研究員
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中國國民黨國民大會黨團書記長
監察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淡江大學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
顧問
2010-12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代表團
代表
2009-11 APEC 亞太經合會企業領袖
高峰會代表
行政院政務顧問

























救國團團委會會長
義消中隊副中隊長
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
後備憲兵聯絡中心顧問
私立靜宜大學講師
私立大葉大學講師
中華民國常青田徑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青溪協會副理事長
彰化縣青溪協會理事長
彰化縣消防協會常務理事
彰化縣家扶中心扶幼主任
彰化縣卓姓宗親會理事長
彰化縣政府副縣長
彰化縣社頭國際同濟會會長
立法院（第五、六屆）委員(2002
年-2005 年)
立法院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召集委員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委員長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委員
立法院 SARS 防治基金監督委員會
委員
彰化縣政府（第十五屆）縣長(2005
年 12 月 20 日-2009 年 12 月 20 日)
彰化縣政府（第十六屆）縣長(2009
年 12 月 20 日-2014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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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郭浩中 講座教授

張守進 講座教授

吳明敏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Ph.D.,USA,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
 2014 年 11 月獲得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
協會會士 IEEE Fellow
 臺灣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系特聘教
授
 美國光學學會會士 (OSA Fellow)
 國際工程技術學會會士(IET Fellow)
 國際光學工程學會(SPIE Fellow)
 臺灣地區國科會國家能源計畫固態照
明項目主任(The Director of the Solid
State Lighting of the National Energy

主要學經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機博士(1989)









主要學經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博士
(1981-1986)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電機碩士(1985)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碩士(1973-1975)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學士(1983)
2014 年獲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會士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士(1967-1971)
 大葉大學校務顧問
IEEE Fellow
於 2013 年 11 月獲選為國際電機電子學會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智庫農業小組召集
人
會士(IEEE Fellow)
與新世紀光電的產學合作計劃“高功率  台灣農業產學聯盟理事長
紫外光氮化鋁銦鎵發光二極體之研製”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
於 2012 年 11 月經國科會工程處考評榮獲  新台灣國策智庫顧問
產學成果傑出獎
 立法院最高顧問
於 2012 年 10 月獲選為美國光學學會會士
 台中市政府市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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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of China)
2011 年榮耀當選美國光學學會會士
(the OSAFellow)
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高級
會員
IEEE JSTQE-special issue in SSL 和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期刊
副主編
IEEE/OSA CLEO, IEEE-Asia-Pacific
Conference of Microwave Photonics ,
IEE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icrowave Photonics 和 Wide-bandgap
Semiconductors,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meeting Fall meeting 國際會議中擔任會
議主席或召集人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R Co-chairs)
2011 年獲第 11 屆 MOC 貢獻獎
2010 年獲傑出人才基金會優秀學者獎
助
(2009-)擔任臺灣地區國家能源計
畫——納米國家型計畫主持人，臺灣
地區經濟部技術處審查委員(2010 -)，
IEEE Photonics Taipei Chapter 副主席
2007 年獲臺灣地區國科會吳大猷(Dr.
Ta-You Wu)獎
2007 年獲美國光學學會/國際光工程
學會年輕光子研究獎

















(OSA Fellow)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工程所所長
(2008.8-2011.7)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主任
(2008.8-)
日本早稻田大學電機電子生物工程學系
訪問學者(2004.7-2004.9)



台灣管理學會顧問



高雄市彌陀國小創校百年典範人物
（2012）
李登輝學校傑出校友(2011)
中興大學傑出校友（2008）
中興大學興大之光-特別貢獻獎（2008）
加拿大牛肉出口協會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2007）

德國斯圖佳大學應用物理學院訪問學者
(2002.8-2002.9)
中國大陸長春光機學院名譽教授(2002-)
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微結構研究所訪問學
者(2001.8-2001.9)
日本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訪
問學者(1999.7-2000.2)



英國威爾斯大學斯溫西分校電機及電子
工程學系訪問學者(1999.1-1999.3)
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工程所教授(1998-)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1998-)
國立成功大學半導體研究中心主任
(1997-)
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微結構研究所訪問學
者(2001)
日本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訪
問學者(1999-2000)
英國威爾斯大學斯溫西分校電機及電子
工程學系訪問學者(1999)


















澳洲西澳省政府農業廳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2000）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食品農業和環境
科學院 International Alumni Award（1994）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Outstanding Ph.D.
Dissertation Award（1986）
國科會第十九屆科技人員出國進修博
士學位（1981-1983）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入學考試榜
首和第一名畢業（1973-1975）
高等考試及格建設人員農業經濟科
（1971）
行政院政務顧問
立法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召集委員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經濟及能源政策小
組召集人
台灣和澳洲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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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教授會理事主席









中興大學行銷學系教授
中興大學農產運銷學系主任、所長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主任
開南大學行銷系榮譽講座教授
台灣銀行常務董事
澳洲、越南台灣商會顧問
客座教授-澳洲 Curtin 科技大學 Muresk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泰國清邁 Maejo
大學 Faculty of Economics
訪問學者-澳洲南澳大學 School of
Marketing、波蘭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Katowice、匈牙利 Corvinus Uinversity
Budapest、匈牙利 Kodolanyi Jano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捷克 Czech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Prague、泰國曼
谷吞武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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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任世雍 講座教授

黃自來 講座教授

張水木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美國州立明尼蘇達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大葉大學應用外語研究所客座教授
 山東大學訪問學人
 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
 成功大學外文學系主任
 日本南山大學客員教授
 日本岐阜經濟大學講師
 「小說與戲劇」期刊主編
 第三屆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主席

主要學經歷：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應用語言學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
愛丁堡大學 博士後研究
 大葉大學應用外語研究所客座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文學院院長

主要學經歷：
 台灣大學歷史所及外文所課程雙修文
學博士
 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柏林哥德學
院德文專題研究 博士後研究
 哈佛大學英語系、麻州大學歷史系 博
士後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教授、主任、
文學院院長
 大葉大學應用外語研究所 教授、所
長、外語學院院長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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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講座教授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工學院院部

柯文慶 講座教授

李咸亨 講座教授

主要學經歷：
 日本東京水產大學食品生產學科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化工系學士
 冠軍食品公司(新竹)研究員
 大裕食品公司(虎尾)品管課股長

主要學經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土木工程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所學士、碩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副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總務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系系主任













愛之味公司(嘉義)研究開發課課長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兼農學
院食品加工廠廠長
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系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技術合作處處長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現地實驗組組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名譽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名譽教授
中華防災學會防災傑出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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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衛生 
安全管理系統驗證機構驗證審議小組
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傑出系友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國際減災學程兼任
教授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會士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理事
中華防災學會理事








中國水利等學會主辦岩土工程學報編輯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更推動中心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院長
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執行長
社團法人台灣工程界協助震災重建家園
協會理事長









中華顧問工程司董事
第一金控董事
第一銀行董事
財團法人成大土木文教基金會董事
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科技部廉政委員
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諮詢委員





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工程規劃營建審議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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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市政顧問(公共安全組委員)
台北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地震組
召集人
好房網新聞評論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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