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學大學歷屆校務會議 議案審查小組成員名單

 108學年度(108.8.1~109.7.31)  107學年度(107.8.1~108.7.31)  106學年度(106.8.1~107.7.31)  105學年度(105.8.1~106.7.31)

單位  第86次校務會議  第82次校務會議 單位  第78次校務會議  第76次校務會議

文學院 代表 張玉芳（外文系） 張玉芳（外文系） 文學院 代表 陳欽忠（中文系） 陳欽忠（中文系）

農資學院 代表 陳樹群（水保系） 鄒裕民（土環系） 農資學院 代表 王升陽（森林系） 詹富智（植病系）

理學院 代表 林寬鋸（化學系） 何孟書（物理系） 理學院 代表 施因澤（應數系） 施因澤（應數系） 

工學院 代表 蔡榮得（土木系） 蔡榮得（土木系） 工學院 代表 許舜斌（電機系） 賴永康（電機系）

生科院 代表 施習德（生科系） 施習德（生科系） 生科院 代表 吳聲海（生科系） 高孝偉（生科系）

獸醫學院 代表 簡茂盛（獸病所） 毛嘉洪（獸醫系） 獸醫學院 代表 董光中（獸醫系） 毛嘉洪（獸醫系）

管理學院 代表 蔡垂雄（資管系） 紀信義（會計系） 管理學院 代表 蔡孟勳（資管系） 詹永寬（資管系） 

法政學院 代表 林昱梅（法律系） 林昱梅（法律系） 法政學院 代表 高玉泉（法律系） 高玉泉（法律系）

電資學院 代表 楊清淵（電機系） 廖俊睿（電機系） 其他單位 代表 許銘華（體育室） 于力真（教官室）

其他單位 代表 王耀聰（體育室） 陳明坤（體育室） 助教及職工 代表 甘禮銘（農資學院） 李若雲（材料系）

助教及職工 代表 蕭美香（秘書室） 蕭美香（秘書室） 學生 代表 駱泰宇（電機三） 陳昱霖（生科三） 

學生 代表 周政緯（外文三） 歐哲瑋（土木三）

107.8.電資學院成立。



 104學年度(104.8.1~105.7.31)  103學年度(103.8.1~104.7.31)  102學年度(102.8.1~103.7.31)  101學年度(101.8.1~102.7.31)    100學年度(100.8.1~101.7.31)

 第73次校務會議  第70次校務會議  第66次校務會議  第64次校務會議  第61次校務會議 單位

韓碧琴 邱貴芬 韓碧琴 陳淑卿 林清源 文學院 代表

徐堯煇 黃振文 齊   心 齊   心 楊秋忠 農資學院 代表

施因澤 喻石生 廖宜恩 喻石生 廖宜恩 理學院 代表

張敏寬 莊家峰 蔡清池 蘇武昌 歐陽彥杰 工學院 代表

劉思謙 高孝偉 林茂森 劉思謙 洪慧芝 生科院 代表

董光中 李衛民 賴政宏 周濟眾 李衛民 獸醫學院 代表

陳佳楨 陳育成 詹永寬 林金賢 陳進發 社管學院 代表

高玉泉 蔡蕙芳 廖大穎 袁鶴齡 巨克毅 其他單位 代表

王耀聰 黃憲鐘 陳明坤 陳明坤 謝淳仁 助教職員 代表

黃詩雅 李若雲 張喬棠 李若雲 李月貴 學生 代表

張正暉 曾浩均 甘宗鑫 張智瑋 林煥鈞

100.8.法政學院成立。



第60次校務會議 第59次校務會議 第58次校務會議 第57次校務會議 第56次校務會議 第55次校務會議 第54次校務會議 第53次校務會議 第52次校務會議 第51次校務會議

林清源 林清源 邱貴芬 邱貴芬 阮秀莉 阮秀莉 江乾益 江乾益 宋德喜 宋德喜

齊  心 齊  心 顏吉甫 顏吉甫 齊  心 齊  心 顏吉甫 顏吉甫 顏吉甫 顏吉甫

王輝清 王輝清 葉鎮宇 葉鎮宇 葉鎮宇 葉鎮宇 詹進科 詹進科 林助傑 林助傑

方富民 方富民 郭正雄 郭正雄 貢中元 貢中元 盧至人 盧至人 方富民 方富民

林茂森 林茂森 林茂森 林茂森 林茂森 林茂森 林金和 林金和 楊明德 楊明德

曾秋隆 曾秋隆 鍾楊聰 鍾楊聰 曾秋隆 曾秋隆 鄭豐邦 鄭豐邦 鍾楊聰 鍾楊聰

巨克毅 巨克毅 巨克毅 巨克毅 楊朝成 楊朝成 巨克毅 巨克毅 李惠宗 李惠宗

張妙瑛 張妙瑛 張  誠 張  誠 范樹宗 范樹宗 齊隆鯤 齊隆鯤 張惠峰 張惠峰

黃國祥 黃國祥 陳道正 陳道正 林秀芬 林秀芬 蘇倩玉 蘇倩玉 林秀芬 林秀芬

角政治 角政治 林谷隆 林蔚任 施文雅 施文雅 陳俊源 陳俊源 謝牧州 謝牧州

99學年度(99.8.1~100.7.31) 98學年度(98.8.1~99.7.31) 96學年度(96.8.1~97.7.31) 95學年度(95.8.1~96.7.31)97學年度(97.8.1~98.7.31)



第50次校務會議 第49次校務會議 第48次校務會議 第47次校務會議

宋德喜 宋德喜 范豪英 范豪英

齊  心 齊  心 齊  心 齊  心

洪國寶 洪國寶 林助傑 林助傑

王國禎 王國禎 王國禎 王國禎

林金和 林金和 翁仁憲 翁仁憲

沈瑞鴻 沈瑞鴻 鍾楊聰 鍾楊聰

陳美源 陳美源 高玉泉 高玉泉

張惠峰 張惠峰 張惠峰 張惠峰

蘇倩玉 蘇倩玉 李慶峰 李慶峰

吳璟妤 吳璟妤 黃筱雯 黃筱雯

94學年度(94.8.1~95.7.31) 93學年度(93.8.1~94.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