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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錄 

 

畢業生資格審查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力來福 楊天賜 黃木泉 迪魯.法納奧 

邱淑君 戴國峰 熊乃歡     

學分抵免審查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楊天賜 邱淑君 蔡裕美 黃木泉 

迪魯.法納奧       

轉系審查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楊天賜 邱淑君       戴國峰  

應屆畢業生推薦入學 

二技推薦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楊天賜 邱淑君 李湘屏 柯貞如 

蔡欣晏 林美玲 曾瓊禎 陳淑玲 李姿瑩   

課程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蔡裕美 邱淑君 戴國峰   

出版品編審委員會 
蔡長書 謝易真 彭台珠 羅文瑞 陳翰霖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邱淑君 李志偉 蔡裕美 

校園電腦及網路管理委

員會 

蔡長書 蔡宗宏 羅文瑞 陳翰霖 李長泰 力來福 沈淑惠 

呂西文 陳怡岑 許惠萍 廖凰汝 林世竹 蕭雅鈞  

招生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楊天賜 邱淑君   

計算機委員會 
蔡長書 蔡宗宏 陳志聖 彭台珠 羅文瑞 陳翰霖 謝易達 

蔡娟秀 蔡裕美 陳拓榮 李志偉 范揚皓 李長泰  

圖書館委員會 
蔡長書 謝易達 羅文瑞 謝麗華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蔡裕美 邱淑君 張玉瓊  

學生事務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彭台珠 蔡長書 力來福 蔡娟秀 張毓幸 

蔡宗宏 王靜怡 陳拓榮 侯啟娉 邱淑君 王昆泉 曾瓊禎 

王筱萍 陳鼎昌 莊雅琪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 

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牛江山 邱淑君 熊乃歡 黃川芳 鄭雅莉 

學生工讀獎助金審查 

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邱淑君 蔡娟秀 

張毓幸 蔡宗宏 王靜怡 陳拓榮 侯啟娉 李長泰 范揚皓 

翁仁楨       

優秀學生遴選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蔡長書 謝麗華 牛江山 李湘屏 沈淑惠 

校刊編審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牛江山 謝麗華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謝易真 鄭淑玲 詹尊明 劉于甄 

黃于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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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蔡長書 謝麗華 莊艷妃 楊淑娟 陳志聖 

葉善宏 鄭雅莉 鍾月娥 陳怡岑    

膳食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羅文瑞 力來福 陳翰霖 葉敏妃 楊嬿 

黃正立 李長泰      

學校衛生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葉敏妃 陳翰霖 黃正立 邱淑君 力來福 

姜瓔玲 黃秀琴 沈淑惠 迪魯.法納奧    

體育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迪魯.法納奧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李長泰 

蔡娟秀 張毓幸 王靜怡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邱淑君 

蔡裕美 力來福 李春蓓 葉素汝 黃木泉 謝易達 李志偉 

學生輔導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李湘屏 謝麗華 蔡長書 陳翰霖 力來福 

蔡娟秀 蔡宗宏 王靜怡 張毓幸 陳拓榮 侯啟娉 邱淑君 

許彙敏 莊艷妃 楊淑娟 陳志聖 葉善宏 鄭雅莉 鍾月娥 

畢業生就業輔導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李湘屏 蔡長書 謝麗華 陳翰霖 力來福 

蔡娟秀 蔡宗宏 王靜怡 張毓幸 陳拓榮 侯啟娉 李志偉 

邱淑君 許彙敏 莊艷妃 楊淑娟 陳志聖 鄭雅莉 鍾月娥 

交通安全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沈淑惠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邱淑君 

李長泰 力來福 范揚皓 李湘屏 劉金元(顧問)  

校園安全維護會報委員

會 

校  長 羅文瑞 沈淑惠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邱淑君 

李長泰 力來福 范揚皓 李湘屏    

大專預官考選委員會 

校  長 力來福 羅文瑞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蔡娟秀 

王靜怡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李長泰 陳君賢 

沈淑惠       

原住民學生輔導委員會 

 

校  長 許彙敏 羅文瑞 蔡長書 陳翰霖 謝麗華 蔡娟秀 

王靜怡 陳拓榮 張毓幸 蔡宗宏 侯啟娉 邱淑君 力來福 

蔡裕美 李湘屏 迪魯.法納奧 李春蓓 張希文 張筱筠 唐慧君 

李  烈 田淑敏      

教育部補助款專責小組

委員會 

陳翰霖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李長泰 范揚皓 蔡娟秀 

王靜怡 陳拓榮 張毓幸 蔡宗宏 侯啟娉 李志偉 邱淑君 

蔡裕美 謝易達 陳玉娟 張榮欽 魏  鑫 黃川芳 施秀慧 

葉善宏  王昆泉 黃千惠 鄭雅莉 鍾月娥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

會 

校  長 陳翰霖 蔡娟秀 陳拓榮 王靜怡 翁仁楨 葉敏妃 

黃正立 張榮欽 王昆泉 吳美燕 姜瓔玲 耿念慈 楊天賜 

卓麗貞 張惠君 李文禮 陳敏修 楊淑娟   

環境保護小組委員會 

校  長 陳翰霖 羅文瑞 蔡長書 蔡娟秀 陳拓榮 王靜怡 

邱淑君 葉敏妃 黃正立 張榮欽 翁仁楨 吳美燕 姜瓔玲 

耿念慈 楊天賜 張惠君 胡君慧 陳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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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

會 
校  長 陳翰霖 羅文瑞 翁仁楨 楊天賜 陳敏修 吳美燕 

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校  長 翁仁楨 陳敏修 卓麗貞 耿念慈   

採購委員會 校  長 陳翰霖 蔡長書 李長泰 王昆泉 陳詩林  

輻射防護委員會 
校  長 陳拓榮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邱淑君 蔡娟秀 

蔡宗宏 王靜怡 張毓幸 侯啟娉 葉善宏 翁仁楨  

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校  長 楊志鴻 莊瑞菱 柯貞如 郭子晴 梁敏倫 胡君慧 

江玉君 張素卿 侯宇明 葉善宏 陳秋娟 牛江山 鍾月娥 

林昭庭       

經費稽核委員會 
吳育儒 詹尊明 楊  嬿 林珠茹 藍毓莉 洪茂欽 楊珍慧 

李順民 程長志      

推廣教育委員會 

校  長 邱淑君 彭台珠 蔡長書 李志偉 蔡娟秀 蔡宗宏 

王靜怡 張毓幸 陳拓榮 侯啟娉 蔡裕美 李長泰 曾漢榮 

顏惠美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羅文瑞 邱淑君 李志偉 李順民 陳姿妃 

牛江山 羅淑芬 田一成 林珠茹 葉善宏 翁仁楨 田培英 

林美玲 黃千惠 鄭雅莉 邱紹群 賴識安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范揚皓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歐陽君泓 

黃秀美 江玉君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范揚皓 蔡裕美 

邱淑君 李湘屏 卓麗貞 蔡娟秀 陳拓榮 王靜怡 蔡宗宏 

張毓幸 侯啟娉 沈淑惠 謝易達 陳怡岑 許鴻清 劉秀惠 

研究發展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李志偉 彭少貞 

 蔡娟秀 陳拓榮 王靜怡 蔡宗宏 張毓幸 侯啟娉 蔡裕美 

 王昆泉 謝易達 邱淑君     

資訊工程系籌設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蔡宗宏 李志偉 

 王昆泉 陳志聖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二年一聘，95學年改選) 

＊校務發展委員會(二年一聘，95學年改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