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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錄 

校務會議【秘書室】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蔡武霖 李長泰 

謝麗華 林祝君 彭少貞 謝易達 杜信志 梁巧燕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洪當明 楊淑娟 楊天賜 

程君顒 游崑慈 卓麗貞 楊翼風 謝易真 孔慶聞 迪魯法納奧 

李順民 翁仁楨 葉素汝 陳翰霖 程長志 蔡志超 張志銘 

王淑芳 宋惠娟 陳志聖 高志浩 葉善宏 連志峰 張玉婷 

張美娟 戴國峯 田一成 曾瓊禎 陳皇曄 李玲玲 劉威忠 

張國平 李文禮 郭德貞 歐陽君泓 陳玉娟 黃正立 張玉瓊 

王怡文 呂家誠 江玉君 楊宇新 梁孟婷 簡怡珊 簡以靖 

張馨之 顧仲偉 謝筱薇     

進修學院校務會議

【秘書室】 

校  長 彭少貞 羅淑芬 蔡武霖 李長泰 牛江山 游崑慈 

王淑芳 葉素汝 戴國峯 李玲玲 柯貞如 葉湘芬 徐少慧 

張玉婷 陳秋娟 賴玫瑾 吳明霞 王雅玟   

行政會議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蔡武霖 李長泰 

謝麗華 林祝君 彭少貞 謝易達 杜信志 梁巧燕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戴國峯 郭仁宗 林正榮 

程君顒 陳皇曄 蔡群瑞 周嘉琪 蔡宗晏 李春蓓 江明珠 

沈淑惠 彭進興 陳玉娟 黃正立 謝宜伶 魏  鑫 吳美燕 

張玉婷 李怡真 游崑慈 鄧琇介 江玉君 黎依文 呂西文 

呂家誠 林信漳 張玉瓊 翁銘聰 曾瓊禎 李家琦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蔡武霖 彭少貞 

馮軒綾 王淑芳 陳皇曄 沈淑惠 潘筱雯 王怡文 程君顒 

林美玲 許博翔 杜信志 何玉菁 劉俐鴻 呂順忠 蔣 駿 

校務發展委員會 
（二年一聘，101學年度

改選）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林祝君 謝麗華 

彭少貞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武霖 

李長泰 謝易達 杜信志 陳皇曄 梁巧燕 洪當明 楊翼風 

張美娟       

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 
（二年一聘，100學年指

派） 

林正榮 林雅玲 陳玉娟 邱雪媜 陳韻如 張玉婷 游崑慈 

陳惠玲 林信漳 張櫻慈 郭仁宗 何玉菁 洪茂欽 連志峰 

楊翼風       

法規諮詢小組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林祝君 謝易達 蔣  駿 

教務會議委員會 

蔡宗宏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謝麗華 

梁巧燕 彭少貞 謝易達 杜信志 陳皇曄 游崑慈 陳翰霖 

楊翼風 何玉菁 張國平 曾瓊禎 李家琦 呂麗卿 馮軒綾 

馮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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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委員會 

羅文瑞 蔡宗宏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賴志明 吳善全 

彭少貞 杜信志 謝麗華 梁巧燕 曾瓊禎 何玉菁 楊晴晴 

馮振邦 馮軒綾 游崑慈 梁孟婷 簡怡珊 簡以靖 顧仲偉 

張馨之 章淑娟 陳星助 高志浩 陳靈均 蘇元盛 沈芳吉 

建立學校系科本位課 

程推動小組委員會 

羅文瑞 許瑋麟 蔡宗宏 謝麗華 彭少貞 李長泰 杜信志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梁巧燕 曾瓊禎 

何玉菁 馮軒綾 曾珮宸 楊晴晴    

校外實習委員會 

羅文瑞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李長泰 蔡群瑞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賴志明 吳善全 章淑娟 陳星助 

高志浩 吳汶諺 蕭毅君 梁騰享    

畢業生資格審查委員 

會 

羅文瑞 蔡宗宏 牛江山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彭少貞 蔡宗晏 戴國峯 郭仁宗   

學分抵免審查委員會 
羅文瑞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梁巧燕 彭少貞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蔡宗晏 戴國峯 郭仁宗 

轉系審查委員會 
羅文瑞 蔡宗宏 牛江山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彭少貞 郭仁宗     

招生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羅淑芬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藍毓莉 彭少貞 李長泰 杜信志 郭仁宗 

出版品編審委員會 
蔡宗宏 許瑋麟 牛江山 羅淑芬 陳志聖 蔡長書 連志峰 

游崑慈 梁巧燕 彭少貞 程長志 程君顒 陳鴻圖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小組委員會 

羅文瑞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彭少貞 梁巧燕 

蔡武霖 謝易達 杜信志 程君顒 陳皇曄 戴國峯 楊宇新 

國際交換學生甄選委

員會 
羅文瑞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謝麗華 梁巧燕 彭少貞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 

羅文瑞 蔡宗宏 牛江山 謝麗華 彭少貞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沈芳吉 簡怡珊 高祥霖 陳  皓 

陳妙星 姚政文 李文禮 謝依蓓 林珍如   

教學促進小組 
蔡宗宏 陳皇曄 牛江山 蔡長書 湯麗君 田培英 宋惠娟 

郭德貞 吳善全 馮振邦 鄧琇介 楊淑娟 劉明洲  

遴選優秀學生出國攻

讀雙聯學位審議委員

會【教務處課務組】 

羅文瑞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謝麗華 林祝君 彭少貞 

梁巧燕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選送學生出國短期研

修審議委員會【教務

處】 

羅文瑞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謝麗華 林祝君 彭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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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專題製

作競賽獎勵審查委員

會【教務處出版組】 

蔡宗宏 林祝君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梁巧燕       

e-Portfolio推動小

組【教務處教發中

心】 

蔡宗宏 牛江山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梁巧燕 杜信志 陳皇曄 林祝君 謝易達   

計算機委員會 
杜信志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李長泰 林祝君 謝易達 

張淑敏 陳皇曄 賴志明 陳志聖 張志銘 劉威忠  

校園電腦及網路管理

委員會 

杜信志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李長泰 呂西文 沈淑惠 

陳駿閎 楊宇新 楊惠婷 歐美圓 潘俊銘   

資訊及通訊安全管理 

委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杜信志 謝易達 耿念慈 

吳善全 陳志聖 王淑芬 李國彰    

圖書館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謝易達 謝麗華 彭少貞 

杜信志 梁巧燕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張玉瓊 楊宇新 梁孟婷 徐維駿 劉嘉卿   

學生事務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賴志明 吳善全 卓麗貞 耿念慈 蔡志超 簡怡珊 簡以靖 

顧仲偉 張馨之      

學生工讀獎助金審核 

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林祝君 彭少貞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賴志明 吳善全 李長泰 蔡武霖 

杜信志 謝易達 謝麗華 梁巧燕 吳美燕 紀麗梅 卓麗貞 

耿念慈       

膳食委員會 
校 長 牛江山 魏子昆 李長泰 江明珠 黃正立 沈淑惠 

孔慶聞 楊宇新 簡怡珊 簡以靖    

交通安全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謝麗華 李長泰 

蔡武霖 彭少貞 林祝君 謝易達 杜信志 梁巧燕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蔡群瑞 沈淑惠 蔡雅惠 

胡元貞 何宗崑 楊秋鳳 楊宇新 高立晟 游淨雯  

校園安全維護會報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彭少貞 李長泰 謝麗華 

蔡武霖 黃正立 吳美燕 江明珠 彭進興 沈淑惠 歐陽君泓 

簡怡珊 楊宇新 梁孟婷     

學生獎懲委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賴志明 

吳善全 郭仁宗 沈淑惠 卓麗貞 陳翰霖 游淨雯 楊宇新 

軍訓教官人事評議委

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彭少貞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蔡武霖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

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李長泰 謝麗華 彭少貞 周嘉琪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4 

優秀學生遴選委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彭少貞 謝麗華 周嘉琪 沈淑惠 

蔡群瑞 楊秋鳳      

校刊編審委員會 

【學務處課指組】 

校  長 牛江山 謝麗華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程君顒 周嘉琪 蔡志超 謝易真 卓昱婷 潘浩蓁 

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彭少貞 謝麗華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謝易達 蔡裕美 蔡群瑞 迪魯.法納奧 楊翼風 呂麗卿 張櫻慈 

李文禮 林珍如 陳志聖 馮振邦 高立晟 邱婉貞 鄭鈞鴻 

曾雅芹 潘富現 黃慧敏     

學生輔導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謝麗華 梁巧燕 

彭少貞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沈淑惠 

李春蓓 楊宇新 高立晟 張櫻慈 謝依蓓 陳志聖 洪茂欽 

林珍如       

畢業生就業輔導委員 

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彭少貞 林祝君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群瑞 李春蓓 梁巧燕 

張櫻慈 謝依蓓 陳志聖 洪茂欽 林珍如 楊宇新 高立晟 

學生憂鬱與自我傷 

害三級預防推動小 

組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謝麗華 彭少貞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梁巧燕 蔡群瑞 

沈淑惠 江明珠 周嘉琪 張櫻慈 陳志聖 洪茂欽 謝依蓓 

學校衛生委員會 
校  長 牛江山 魏子昆 彭少貞 黃正立 吳美燕 沈淑惠 

蔡宗晏 江明珠 楊宇新 梁孟婷    

體育委員會 

校  長 牛江山 蔡宗宏 魏子昆 李長泰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梁巧燕 彭少貞 李春蓓 迪魯.法納奧 

葉素汝 周嘉琪 胡凱揚 蔡宗晏 游崑慈 楊宇新 高立晟 

原住民學生輔導委 

員會【學務處原住

民事務組】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謝麗華 彭少貞 梁巧燕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蔡群瑞 迪魯.法納奧 

戴國峯 巫文惠 劉吳昀婕 胡心蕊 張雅筑   

總務會議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林祝君 李長泰 

蔡武霖 謝麗華 謝易達 杜信志 彭少貞 蔡長書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梁巧燕 李玲玲 蔡志超 范若瑩 

林雅玲 黃睦喬 梁孟婷 簡以靖    

教育部獎勵補助款專

責小組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蔡武霖 李長泰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林祝君 陳皇曄 

彭少貞 梁巧燕 杜信志 謝易達 謝宜伶 彭進興 魏 鑫 

鄭淑貞 張紀萍 葉婉榆 林威廷 林珍如 謝依蓓  

採購委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魏子昆 許博翔 呂家誠 馮軒綾 楊淑娟 

 

 

 



 5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委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魏子昆 林祝君 梁巧燕 羅淑芬 蔡長書 

吳美燕 黃正立 江明珠 楊天賜 楊淑娟 耿念慈 卓麗貞 

戴國峯 李文禮 張惠君 黃淑君 彭進興   

環境保護小組委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彭少貞 羅淑芬 蔡長書 

梁巧燕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江明珠 黃正立 吳美燕 

楊天賜 沈淑惠 劉威忠 洪茂欽 張惠君 黃淑君 彭進興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 

員會 
校  長 魏子昆 牛江山 蔡長書 楊天賜 楊淑娟 吳美燕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小組 

校  長 魏子昆 陳敏修 戴國峯 劉威忠 楊淑娟 卓麗貞 

吳美燕 簡禎樂      

校園規劃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林祝君 李長泰 

蔡武霖 謝麗華 陳皇曄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梁巧燕 杜信志 彭少貞 謝易逹 彭進興 黃正立 

魏  鑫 謝宜伶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  長 蔡宗宏 牛江山 彭少貞 林祝君 洪當明 羅淑芬 

蔡長書 連志峰 陳志聖 張國平 謝易達 洪佳儀 杜信志 

戴國峯 宋惠娟 張美娟 楊翼風 游崑慈 翁仁楨 李玲玲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二年一聘，101學年度改

選)【人事室】 

田一成 陳翰霖 王淑芳 江明珠 葉善宏 卓麗貞 劉威忠 

林美玲 張玉婷 楊淑娟 林珍如 朱芳瑩 郭德貞 程長志 

蔡志超 莊艷妃 陳玉娟 林雅玲 高慧娟 葉承輝 蔣 駿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 

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蔡武霖 李長泰 

黃睦喬 賴蓎諼 柯端端 廖敏妏 賴春伎 謝宜伶 江玉君 

黃若綺 林珍如 李順民     

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 

會 

陳玉娟 陳韻如 呂西文 張玉瓊 何美燕 邱麗梅 潘筱雯 

林信漳 蔡群瑞 陳皇曄 謝麗華 謝易達 李秀如 陳慶徽 

蔣 駿       

研究發展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林祝君 彭少貞 羅淑芬 

蔡長書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梁巧燕 陳皇曄 杜信志 

張玉婷 李怡真 楊均典     

研究發展處學術諮詢

暨產學專案審查小組 

林祝君 張玉婷 李怡真 李文禮 謝依蓓 耿念慈 朱芳瑩 

何玉菁 林珍如 李長泰 蔡武霖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彭少貞 吳美燕 

羅淑芬 蔡長書 葉善宏 李文禮 張國平 林威廷  

推廣教育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彭少貞 林祝君 羅淑芬 藍毓莉 

吳善全 賴志明 蔡長書 梁巧燕 杜信志 李長泰  

財務規劃委員會 

校  長 許瑋麟 蔡宗宏 牛江山 魏子昆 林祝君 梁巧燕 

彭少貞 蔡武霖 李長泰 杜信志 謝易逹 陳皇曄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李欣慈 謝易真 曾珮宸 

郭德貞 林珍如 許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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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委員會【通

識中心】（二年一聘，

101學年度改選） 

羅文瑞 蔡宗宏 牛江山 梁巧燕 羅淑芬 藍毓莉 蔡長書 

吳善全 賴志明 洪當明 李順民 楊翼風 田一成 翁仁楨 

劉金源 楊宇新 簡以靖     

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福委會】 

黎依文 王馨儀 李雅莉 陳韻如 邱雪媜 陳秋娟 郭豊莉 

方家倩 程君顒 范若瑩 周嘉琪 黃正立 鄧琇介 楊晴晴 

李崇仁 姚政文      

※校務會議、進修學院校務會議、行政會議，不發聘書 

※101.08.20 經校長及主秘裁示，101 學年度不再製發校內教職同仁聘書；僅學生代表、

家長代表及校外人士委員製發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