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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 諮詢委員會 107學年度名冊（召集人：熊仁洲）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級 

許進忠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蔡育臻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發展副理 

李少濠 太乙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周金龍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處長 

黃俊仁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處長 

王麗珠(校友代表) 志安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枝昌 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副秘書長 

蘇嘉祥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教授 

朱孝業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教授 

吳家進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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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 諮詢委員會 106學年度名冊（召集人：陳鴻雄）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級 

許進忠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劉伶君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李少濠 太乙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周金龍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處長 

黃俊仁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處長 

陳怡婷(校友代表) 宏利汽車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課長 

 

 

 

 

機械工程系 諮詢委員會 105學年度名冊（召集人：陳鴻雄）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級 

許進忠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學系教授 

劉伶君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李少濠 瑞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周金龍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處長 

王欽漢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陳怡婷(校友代表) 宏利汽車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課長 

 

  



機械工程系 諮詢委員會 104學年度名冊（召集人：陳鴻雄）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級 

許進忠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陳馨寶 東台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李少濠 瑞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周金龍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處長 

王欽漢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陳怡婷(校友代表) 宏利汽車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課長 

 
 

 

機械工程系 諮詢委員會 103學年度名冊（召集人：陳鴻雄）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級 

許進忠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周金龍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處長 

陳馨寶 東台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先進技術部 副理 

李少濠 瑞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欽漢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機事業處 副處長 

陳怡婷(校友代表) 宏利汽車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課長 

 

  



機械工程系 諮詢委員會 102學年度名冊（召集人：陳鴻雄） 

姓名 所屬單位 職級 

周金龍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處長 

陳馨寶 東台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專員 

蔣  娉 美商貝爾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經理 

蔡子文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王欽漢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處長 

朱俊彥(校友代表) 萬潤科技股份有公司 高級工程師 

 
  



機械工程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名冊（召集人：熊仁洲） 

姓名 系所單位 職級 

熊仁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李政男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郭柏立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陳鴻雄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溫茂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王進猷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黃柏文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機械工程系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名冊（召集人：張琨璋） 

姓名 系所單位 職級 

張琨璋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王進猷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陳鴻雄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溫茂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龔皇光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郭柏立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李政男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孫允平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秋虎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林阿德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余元利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怡澄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洪宗彬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陳騰輝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機械工程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名冊（召集人：洪宗彬） 

姓名 系所單位 職級 

洪宗彬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陳鴻雄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陳志冠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余元利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秋虎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孫允平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怡澄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林似霖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機械工程系招生委員會名冊（召集人：周卓明） 

姓名 系所單位 職級 

周卓明 機械工程系 教授 

王進猷 機械工程系 教授 

熊仁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溫茂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許昭良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黃柏文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江榮傑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陳志冠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游步平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張琨璋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王述宜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林阿德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秋虎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孫允平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怡澄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洪宗彬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蔡明旭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陳騰輝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林似霖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林燈河 機械工程系 講師 

李東益 機械工程系 講師 



機械工程系專題製作、競賽暨設施委員會名冊（召集人：王述宜） 

姓名 系所單位 職級 

王述宜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柏文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溫茂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許昭良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周卓明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李政男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江榮傑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孫允平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陳志冠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林阿德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怡澄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蔡明旭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洪宗彬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林似霖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機械工程系學生輔導委員會名冊（召集人：黃怡澄） 

姓名 系所單位 職級 

黃怡澄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溫茂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王進猷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周卓明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劉文賓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孫允平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林阿德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張琨璋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黃秋虎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陳志冠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余元利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蔡明旭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陳騰輝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