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富盛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楊長賢 周濟眾 張照勤 楊長賢 周濟眾 張照勤 楊長賢

黃振文 陳牧民 詹永寬 黃振文 陳牧民 詹永寬 黃振文

周至宏 林清源 蔡東杰 周至宏 林清源 蔡東杰 周至宏

林金賢 詹富智 楊谷章 林金賢 詹富智 楊谷章 林金賢

吳宗明 施因澤 王升陽 吳宗明 施因澤 王升陽 吳宗明

謝禮丞 王國禎 蘇武昌 王國禎 蘇武昌

張玉芳 陳欽忠 張玉芳 陳欽忠 張玉芳

陳淑卿 解昆樺 陳淑卿 解昆樺 林清源

邱貴芬 蘇小鳳 邱貴芬 蘇小鳳 邱貴芬

宋德喜 宋德喜 宋德喜

王慶裕 萬鍾汶 顏國欽 郭寶錚 萬鍾汶 顏國欽 郭寶錚

王強生 葉錫東 尤瓊琦 王強生 葉錫東 尤瓊琦 林慧玲

林慧玲 路光暉 徐堯煇 林慧玲 路光暉 徐堯煇 吳志鴻

吳振發 陳洵一 吳振發 陳洵一 萬鍾汶

柳婉郁 申雍 柳婉郁 申雍 張嘉玲

盧崑宗 鄒裕民 盧崑宗 鄒裕民 葉錫東

張嘉玲 張光宗 張嘉玲 陳樹群 杜武俊

林寬鋸 廖明淵 林寬鋸 廖明淵 何孟書

蔡柏宇 何孟書 蔡柏宇 何孟書 黃文瀚

陳焜燦 沈宗荏 陳焜燦 沈宗荏 陳焜燦

孫允武 李林滄 孫允武 李林滄 洪豐裕

蔡榮得 曾文甲 孫幸宜 蔡榮得 曾文甲 孫幸宜 蔡榮得

盧昭暉 賴盈至 盧昭暉 賴盈至 吳嘉哲

陳任之 張健忠 陳任之 張健忠 洪俊雄

黃朱瑜 韓斌 黃朱瑜 韓斌 李思禹

林坤儀 方富民 林坤儀 方富民 呂福興

施習德 劉宏仁 闕斌如 施習德 劉宏仁 闕斌如 施習德

顏宏真 楊文明 顏宏真 楊文明 顏宏真

簡茂盛 徐維莉 簡茂盛 徐維莉 毛嘉洪

吳弘毅 陳鵬文 吳弘毅 陳鵬文 董光中

蔡垂雄 莊智薰 楊東曉 蔡垂雄 莊智薰 楊東曉 紀信義

紀信義 魯  真 紀信義 魯  真 蔡垂雄

謝焸君 林明宏 謝焸君 林明宏 李宗儒

林昱梅 袁鶴齡 林昱梅 袁鶴齡 林昱梅

楊三億 楊三億 楊三億

楊清淵 裴靜偉 王行健 楊清淵 裴靜偉 王行健 廖俊睿

張敏寬 張延任 張敏寬 張延任 張敏寬

其他單位 陳明坤 王耀聰 陳明坤 王耀聰 陳明坤

李若雲 蕭美香 林玉珮 李若雲 蕭美香 林玉珮 李若雲

吳美瑤 張人文 蔡維 吳美瑤 張人文 蔡維 范宏明

蕭麗瓊 陳靜欣 蕭麗瓊 陳靜欣 曾慧芬

周政緯 蔡智霖 賴彥丞 周政緯 蔡智霖 賴彥丞 歐哲瑋

傅承慶 楊承鈞 賴其瑋 傅承慶 楊承鈞 賴其瑋 孫偉傑

林蔚任 江政軒 林蔚任 江政軒 林蔚任

林呈韋 張文豪 林呈韋 張文豪 游天維

陳俞卉 歐哲瑋 陳俞卉 歐哲瑋 闕新倫

108學年度(109.2.1~110.7.31)

下學期（第88次校務代表）

國立中學大學歷年校務會議選任代表名單

當然代表

農資學院

工學院

生科院

獸醫學院

電資學院

管理學院

法政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107學年度(108.2.1~108.7.31)

下學期（第84次校務代表）

108學年度(108.8.1~109.1.31)

上學期（第86次校務代表）

助教及職員工

代表

學生代表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周濟眾 張照勤 楊長賢 周濟眾 張照勤 楊長賢 洪慧芝 張照勤 楊長賢

陳牧民 詹永寬 黃振文 陳牧民 詹永寬 黃振文 陳牧民 詹永寬 黃振文

韓碧琴 蔡東杰 鄭政峯 韓碧琴 蔡東杰 鄭政峯 韓碧琴 梁福鎮 林俊良

詹富智 楊谷章 詹富智 楊谷章 陳樹群 黃宗成

施因澤 王升陽 吳宗明 施因澤 王升陽 吳宗明 施因澤 吳宗明

王國禎 蘇武昌 王國禎 蘇武昌 王國禎 蘇武昌

蘇小鳳 張玉芳 蘇小鳳 陳欽忠 邱貴芬 陳欽忠

林淑貞 林清源 林淑貞 張玉芳 林淑貞 張玉芳

陳淑卿 邱貴芬 陳淑卿 宋德喜 宋德喜

宋德喜 蘇小鳳 蘇小鳳

黃紹毅 顏國欽 郭寶錚 黃紹毅 顏國欽 郭寶錚 詹富智 陳錦樹 郭寶錚

唐立正 陳澤民 林慧玲 唐立正 陳澤民 林慧玲 葉錫東 尤瓊琦 林慧玲

譚發瑞 孟孟孝 吳志鴻 譚發瑞 孟孟孝 王升陽 杜武俊 徐堯煇 王升陽

鄒裕民 萬鍾汶 鄒裕民 李文昭 陳彥伯 李文昭

林耀東 張嘉玲 林耀東 黃炳文 鄒裕民 黃炳文

林昭遠 葉錫東 林昭遠 張嘉玲 譚鎮中 張嘉玲

陳樹群 杜武俊 陳樹群 萬鍾汶 謝平城 萬鍾汶

蔡柏宇 何孟書 蔡柏宇 王輝清 蔡柏宇 喻石生 施因澤

李東昇 黃文瀚 李東昇 郭華丞 羅順原 何孟書 郭華丞

吳秋賢 陳焜燦 吳秋賢 黃文瀚 高勝助 黃文瀚

王輝清 洪豐裕 王輝清 蕭鶴軒 孫允武 蕭鶴軒

王致喨 陳豪吉 蔡榮得 王致喨 陳豪吉 方富民 林坤儀 林克偉 方富民

張健忠 吳嘉哲 張健忠 林宜清 廖俊睿 林佳鋒 林宜清

汪俊延 洪俊雄 汪俊延 林忠逸 許舜斌 王致喨 林忠逸

李慶鴻 李思禹 李慶鴻 李慶鴻 裴靜偉 程德勝 李慶鴻

施錫富 呂福興 施錫富 李明蒼 朱哲毅 李明蒼

劉宏仁 楊文明 施習德 劉宏仁 楊文明 吳聲海 劉宏仁 莊秀美 吳聲海

林 赫 顏宏真 林 赫 高孝偉 周三和 高孝偉

簡茂盛 毛嘉洪 簡茂盛 董光中 陳鵬文 董光中

徐維莉 董光中 徐維莉 毛嘉洪 宣詩玲 毛嘉洪

陳家彬 林明宏 紀信義 林金賢 林明宏 蔡孟勳 紀信義 張樹之 蔡孟勳

林丙輝 蔡垂雄 林丙輝 林金賢 董澍琦 林金賢

謝焸君 李宗儒 謝焸君 魯  真 巫錦霖 魯  真

袁鶴齡 林昱梅 袁鶴齡 高玉泉 楊三億 高玉泉

楊三億 廖大穎 廖大穎

裴靜偉 王行健 廖俊睿 裴靜偉 王行健 許銘華 黃憲鐘 許銘華

高勝助 張敏寬 高勝助 于力真 于力真

許銘華 陳明坤 許銘華 古淑美 蕭美香 古淑美

張人文 張文治 李若雲 張人文 張文治 李若雲 甘禮銘 李若雲

蕭美香 蔡維 范宏明 蕭美香 蔡維 黃俊升 賴炯宏 黃俊升

甘禮銘 曾慧芬 甘禮銘 林秀芬 彭玉琳 林秀芬

青木夏子 駱泰宇 歐哲瑋 闕新倫 陳孟妏 駱泰宇 蔡秉勳 吳 忌 駱泰宇

謝家靖 蔡秉勳 黃仲倫 青木夏子 石獻文 張維倫 傅承慶 李儀婷 張維倫

李明青 駱泰宇 謝家靖 林蔚任 李耕佑 林蔚任

傅承慶 孫偉傑 李明青 陳昱霖 張容嘉 陳昱霖

陳孟妏 游天維 林蔚任 歐哲瑋 蔣潔生 歐哲瑋
107.8.電資學院

成立。

國立中學大學歷年校務會議選任代表名單

106學年度(106.8.1~107.1.31)106學年度(107.2.1~107.7.31)

下學期（第80次校務代表）

107學年度(107.8.1~108.1.31)

上學期（第82次校務代表） 上學期（第78次校務代表）

當然代表

文學院

農資學院

理學院

107學年度(108.2.1~108.7.31)

下學期（第84次校務代表）

助教代表

及

職員代表

學生代表

工學院

生科院

獸醫學院

管理學院

法政學院

其他單位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林建宇 陳全木 薛富盛 蘇武昌

洪慧芝 周濟眾 張天傑 洪慧芝 周濟眾 張天傑 洪慧芝 周濟眾 張天傑 宋德喜

陳牧民 詹永寬 楊長賢 魯   真 王精文 楊長賢 魯   真 王精文 楊長賢 洪慧芝

韓碧琴 梁福鎮 黃振文 韓碧琴 梁福鎮 黃振文 韓碧琴 梁福鎮 黃振文 魯  真

陳樹群 黃宗成 陳樹群 黃宗成 陳樹群 黃宗成 林丙輝 陳淑卿

李茂榮 吳宗明 李茂榮 吳宗明 李茂榮 蔡清標 陳樹群

王國禎 蘇武昌 王國禎 蘇武昌 王國禎 吳宗明 李茂榮

邱貴芬 陳欽忠 宋德喜 陳欽忠 宋德喜 韓碧琴 蘇小鳳

林淑貞 林仁昱 蘇小鳳 林仁昱 蘇小鳳 林淑貞 李育霖

林清源 邱貴芬 林清源 邱貴芬 陳春美 林建光

張玉芳 張玉芳 劉鳳芯

詹富智 陳錦樹 郭寶錚 黃紹毅 謝平城 郭寶錚 黃紹毅 謝平城 葉錫東 黃紹毅

葉錫東 尤瓊琦 林慧玲 吳志鴻 顏國欽 林慧玲 阮喜文 顏國欽 郭寶錚 唐立正

杜武俊 徐堯煇 王升陽 陳志峰 彭錦樵 王升陽 陳志峰 彭錦樵 曾夢蛟 阮喜文

陳彥伯 萬鍾汶 余  碧 萬鍾汶 余  碧 王升陽 陳志峰

鄒裕民 葉錫東 楊秋忠 葉錫東 楊秋忠 陳吉仲 陳仁炫

譚鎮中 詹富智 鄒裕民 詹富智 鄒裕民 詹富智 申  雍

謝平城 路光暉 林耀東 路光暉 林耀東 鍾文鑫 馮正一

蔡柏宇 喻石生 施因澤 孫允武 黃家健 施因澤 孫允武 黃家健 施因澤 林柏亨

羅順原 何孟書 林柏亨 高勝助 喻石生 林柏亨 高勝助 喻石生 喻石生 李豐穎

高勝助 黃文瀚 梁健夫 黃文瀚 梁健夫 孫允武 林  偉

孫允武 何孟書 莊敦堯 何孟書 莊敦堯 廖宜恩 許英麟

林坤儀 林克偉 蔡榮得 林明德 林松池 蔡榮得 林明德 林松池 張敏寬 施錫富

廖俊睿 林佳鋒 林宜清 盧重興 楊錫杭 林宜清 盧重興 楊錫杭 黃穎聰 盧銘詮

許舜斌 王致喨 李明蒼 賴永康 廖國智 李明蒼 賴永康 廖國智 陳昭亮 汪俊延

裴靜偉 程德勝 施錫富 蔡曉萍 施錫富 蔡曉萍 裴靜偉 蔡佳霖

朱哲毅 盧銘詮 賴聰賢 盧銘詮 賴聰賢 壽克堅 蔡榮得

劉宏仁 莊秀美 高孝偉 賴建成 林季千 高孝偉 賴建成 林季千 劉思謙 楊明德

周三和 劉思謙 楊文明 劉思謙 楊文明 高孝偉 劉宏仁

陳鵬文 毛嘉洪 張伯俊 陳鵬文 毛嘉洪 張伯俊 陳鵬文 董光中 張伯俊

宣詩玲 董光中 簡茂盛 董光中 簡茂盛 何素鵬 宣詩玲

紀信義 張樹之 詹永寬 巫錦霖 巫亮全 詹永寬 巫錦霖 巫亮全 陳佳楨 許永聲

董澍琦 董澍琦 林金賢 董澍琦 林金賢 林明宏 王瑞德

巫錦霖 蔡明志 紀信義 蔡明志 紀信義 林金賢 渥  頓

楊三億 高玉泉 蔡明彥 高玉泉 蔡明彥 高玉泉 邱明斌

蔡蕙芳 蔡蕙芳 陳牧民

黃憲鐘 于力真 黃憲鐘 于力真 黃憲鐘 黃憲鐘 王耀聰

王耀聰 王耀聰 張  誠

蕭美香 吳美瑤 楊岫穎 吳美瑤 楊岫穎 吳美瑤 廖炳雄

甘禮銘 李若雲 甘禮銘 李若雲 甘禮銘 古淑美 甘禮銘

賴炯宏 蕭美香 賴炯宏 蕭美香 賴炯宏 王春香 黃詩雅

彭玉琳 葉容真 黃淑珠 葉容真 黃淑珠 蕭美香 陳明君

蔡秉勳 吳 忌 陳昱霖 駱泰宇 龍涵濤 陳昱霖 駱泰宇 龍涵濤 張正暉 宋禹賢

傅承慶 李儀婷 張維倫 蔡欣儒 任柏瑞 張維倫 蔡欣儒 任柏瑞 賈斯汀 甘宗鑫

李耕佑 林蔚任 張正暉 林蔚任 張正暉 林蔚任 莊雅崴

張容嘉 陳彥名 林衍函 陳彥名 林衍函 李立琪 陳昱霖

蔣潔生 呂柏勳 林家禎 呂柏勳 林家禎 謝宛真 許心瑀

105學年度(106.2.1~106.7.31)

 下學期（第77次校務代表）

104學年度(105.2.1~105.7.31)

 下學期（第74-75次校務代表）

106學年度(106.8.1~107.1.31)

上學期（第78次校務代表）

105學年度(105.7.1~106.1.31)

 上學期（第76次校務代表）



王國禎 薛富盛 宋德喜 陳鴻震 李德財 廖思善 周濟眾 李德財 廖思善 毛嘉洪

陳鴻震 張天傑 陳全木 周濟眾 徐堯煇 陳吉仲 王精文 徐堯煇 陳吉仲 王精文

周濟眾 楊長賢 魯  真 王精文 林俊良 陳淑卿 高玉泉 林俊良 陳淑卿 高玉泉

王精文 林丙輝 陳淑卿 梁福鎮 呂福興 陳樹群 洪瑞華 呂福興 陳樹群 洪瑞華

梁福鎮 蔡清標 陳樹群 陳家彬 歐聖榮 李茂榮 歐聖榮 李茂榮

陳家彬 吳宗明 李茂榮 方富民 薛富盛 方富民 薛富盛

蘇武昌 王國禎 陳全木 陳鴻震 陳全木 陳鴻震

韓碧琴 蘇小鳳 邱貴芬 林建光 邱貴芬 林建光

林淑貞 李育霖 張玉芳 宋德喜 張玉芳 宋德喜

陳春美 林建光 林清源 蘇小鳳 林清源 蘇小鳳

劉鳳芯 韓碧琴 韓碧琴

顏國欽 林俊隆 黃紹毅 顏國欽 陳宗禮 杜武俊 盧崑宗 陳宗禮 杜武俊 方繼

陳澤民 郭寶錚 唐立正 陳澤民 林慧玲 路光暉 顏國欽 林慧玲 路光暉 顏國欽

徐堯煇 曾夢蛟 阮喜文 徐堯煇 王升陽 劉登城 萬一怒 王升陽 劉登城 萬一怒

王升陽 陳志峰 萬鍾汶 楊秋忠 蔡慶修 萬鍾汶 楊秋忠 蔡慶修

陳吉仲 陳仁炫 黃振文 陳仁炫 黃振文 陳仁炫

詹富智 申  雍 葉錫東 李文昭 葉錫東 鄒裕民

鍾文鑫 馮正一 詹富智 馮正一 詹富智 馮正一

林中一 施因澤 林柏亨 林中一 喻石生 何孟書 鄭政峯 喻石生 何孟書 鄭政峯

喻石生 李豐穎 廖宜恩 孫允武 吳菁菁 廖宜恩 孫允武 吳菁菁

孫允武 林  偉 黃景帆 林偉 黃景帆 林偉

廖宜恩 許英麟 柯寶燦 施因澤 柯寶燦 施因澤

蔡政穆 張敏寬 施錫富 蔡政穆 莊家峰 郭正雄 林松池 莊家峰 郭正雄 林松池

林明德 黃穎聰 盧銘詮 林明德 林其璋 吳宗明 洪振義 林其璋 吳宗明 洪振義

張健忠 陳昭亮 汪俊延 張健忠 呂東苗 盧銘詮 林伯雄 呂東苗 盧銘詮 林伯雄

林松池 裴靜偉 蔡佳霖 林松池 溫志煜 蔡銘洪 林明澤 溫志煜 蔡銘洪 林明澤

壽克堅 蔡榮得 貢中元 施錫富 貢中元 施錫富

謝政哲 劉思謙 楊明德 謝政哲 高孝偉 陳建華 李天雄 高孝偉 陳建華 李天雄

高孝偉 劉宏仁 劉思謙 楊文明 劉思謙 楊文明

陳德勛 董光中 張伯俊 陳德勛 李衛民 林正忠 簡茂盛 李衛民 林正忠 張天傑

何素鵬 宣詩玲 賴政宏 何素鵬 賴政宏 何素鵬

董澍琦 陳佳楨 許永聲 董澍琦 許永聲 蔡垂雄 林金賢 許永聲 蔡垂雄 林金賢

林明宏 王瑞德 陳育成 張樹之 陳育成 張樹之

林金賢 渥  頓 魯真 巫錦霖 魯真 巫錦霖

高玉泉 邱明斌 蔡蕙芳 梁福鎮 蔡蕙芳 梁福鎮

陳牧民 蔡明彥 蔡明彥

黃憲鐘 王耀聰 林劍鳴 陳明坤 林劍鳴 陳明坤

張  誠 黃憲鐘 黃憲鐘

吳美瑤 廖炳雄 李若雲 郭蕙貞 李若雲 郭蕙貞

古淑美 甘禮銘 古淑美 廖紹伯 古淑美 詹啟琳

王春香 黃詩雅 陳本源 張育芬 陳本源 張育芬

蕭美香 陳明君 蔡淑惠 陳明君 蔡淑惠 陳明君

吳翊瑋 張正暉 宋禹賢 吳翊瑋 曾浩均 張正暉 蘇心妍 曾浩均 張正暉 蘇心妍

李佳芸 賈斯汀 甘宗鑫 李佳芸 楊仲傑 陳宋玉 謝瑜軒 楊仲傑 陳宋玉 謝瑜軒

林蔚任 莊雅崴 林蔚任 徐晏貞 林蔚任 徐晏貞

李立琪 陳昱霖 黃文甫 陳和宜 黃文甫 陳和宜

謝宛真 許心瑀 林昱宏 吳翊瑋 林昱宏 吳翊瑋

104學年度(105.2.1~105.7.31)

 下學期（第74-75次校務代表）  上學期（第70-71次校務代表）

 103學年度(103.8.1~104.7.31) 103學年度(103.8.1~104.7.31)

 下學期（第72次校務代表）

104學年度(104.8.1~105.1.31)

 上學期（第73次校務代表）



李德財 廖思善 毛嘉洪 李德財 廖思善 毛嘉洪 李德財 廖思善 毛嘉洪 李德財

徐堯煇 陳吉仲 林丙輝 徐堯煇 陳吉仲 林丙輝 徐堯煇 陳吉仲 林丙輝 徐堯煇

林俊良 陳淑卿 高玉泉 林俊良 王明珂 高玉泉 林俊良 王明珂 高玉泉 呂福興

呂福興 陳樹群 洪瑞華 呂福興 陳樹群 洪瑞華 呂福興 陳樹群 洪瑞華 歐聖榮

歐聖榮 李茂榮 歐聖榮 李茂榮 歐聖榮 李茂榮 方富民

方富民 薛富盛 方富民 薛富盛 方富民 薛富盛 陳全木

陳全木 陳鴻震 陳全木 陳鴻震 陳全木 陳鴻震 廖思善

韓碧琴 宋德喜 陳淑卿 邱貴芬 陳淑卿 邱貴芬 林清源

林淑貞 蘇小鳳 林清源 韓碧琴 林清源 韓碧琴 陳淑卿

張玉芳 朱惠足 宋德喜 陳欽忠 宋德喜 陳欽忠 韓碧琴

林建光 蘇小鳳 蘇小鳳 陳欽忠

林俊隆 黃振文 顏國欽 林俊隆 黃振文 顏國欽 林俊隆 黃振文 顏國欽 林俊隆

謝慶昌 詹富智 方繼 曾夢蛟 詹富智 宋妤 曾夢蛟 詹富智 宋妤 朱建鏞

李文昭 齊心 尤瓊琦 余碧 齊心 林聖泉 李文昭 齊心 林聖泉 王升陽

王升陽 阮喜文 孟孟孝 盧崑宗 阮喜文 孟孟孝 盧崑宗 阮喜文 孟孟孝 盧崑宗

盧崑宗 楊秋忠 王升陽 楊秋忠 王升陽 楊秋忠 李文昭

黃炳文 陳仁炫 黃琮琪 陳仁炫 黃琮琪 陳仁炫 黃琮琪

葉錫東 陳鴻烈 葉錫東 林昭遠 葉錫東 林昭遠 葉錫東

廖宜恩 何孟書 羅順原 喻石生 藍明德 莊敦堯 喻石生 藍明德 莊敦堯 廖宜恩

林寬鋸 孫允武 黃景帆 孫允武 王輝清 黃景帆 孫允武 王輝清 王輝清

王輝清 喻石生 柯志斌 廖宜恩 柯志斌 廖宜恩 林寬鋸

黃文瀚 高勝助 林宗儀 林寬鋸 林宗儀 林寬鋸 林宗儀

蔡清池 林其璋 洪俊雄 林宜清 魏銘彥 李思禹 林宜清 魏銘彥 李思禹 林宜清

貢中元 林宜清 林松池 林其璋 蘇武昌 薛顯宗 林其璋 蘇武昌 薛顯宗 施錫富

張敏寬 施錫富 王東安 郭正雄 陳後守 張立信 郭正雄 陳後守 張立信 陳志敏

宋振銘 蔡志成 洪振義 林仕亭 江雨龍 楊錫杭 林仕亭 江雨龍 楊錫杭 陳昭亮

何永鈞 戴慶良 林忠逸 劉永銓 洪振義 林忠逸 劉永銓 洪振義 莊秉潔

林茂森 楊秋英 洪慧芝 劉思謙 楊文明 洪慧芝 劉思謙 楊文明 洪慧芝 洪慧芝

劉思謙 李天雄 劉英明 闕斌如 李天雄 劉英明 闕斌如 李天雄 林季千

賴政宏 謝明昆 周濟眾 簡茂盛 周濟眾 簡茂盛 黃鴻堅 李衛民

李維誠 張伯俊 廖俊旺 董光中 廖俊旺 董光中 林永昌

詹永寬 陳進發 陸大榮 林金賢 蔡明志 何建達 林金賢 蔡明志 何建達 陳進發

林金賢 蔡明志 陳育成 林建宇 陳育成 林建宇 沈肇基

陳育成 許永聲 詹永寬 許永聲 詹永寬 許永聲 陳育成

廖大穎 蔡東杰 袁鶴齡 李惠宗 袁鶴齡 李惠宗 巨克毅

袁鶴齡 許健將 許健將 高玉泉

陳明坤 李忠良 陳明坤 李忠良 陳明坤 李忠良 謝淳仁

林榕華 張淑良 張淑良 陳明坤

李若雲 林秀芬 李若雲 鄒靜芬 李若雲 鄒靜芬 蕭麗瓊

陳淑治 許銘維 陳全溢 陳淑治 陳全溢 陳淑治 陳全溢

劉惠珍 詹啟琳 蕭美香 李月貴 蕭美香 李月貴 黃淑美

李月貴 張喬棠 李月霞 王馨屏 李月霞 王馨屏 蕭美香

甘宗鑫 陸澤生 佘巧婕 張智瑋 林嵩閔 林煥鈞 張智瑋 林嵩閔 林煥鈞 林煥鈞

沈于庭 廖金永 林德修 林德修 歐庭凱 呂柔禎 林德修 歐庭凱 呂柔禎 張智瑋

辛易澄 歐庭愷 王語禪 王翊綺 王語禪 王翊綺 林洋鑫

徐晏貞 黃文甫 王怡茹 方奕娜 王怡茹 方奕娜 王怡茹

林郁蓁 奚國耕 廖金永 吳翊瑋 廖金永 吳翊瑋 林隆浚

王

   100學年度(100.8.1~101.7.31) 102學年度(102.8.1~103.7.31)

 上學期（第64次校務代表）下學期（第65次校務代表） 上下學期（第66-69次校務代表）

 101學年度(101.8.1~102.7.31)

 下學期（第62&63次校務代表）



陳吉仲 林丙輝 李德財 陳吉仲 林丙輝 蕭介夫 卓慧菀 毛嘉洪 蕭介夫 陳全木

王明珂 洪瑞華 徐堯煇 王明珂 洪瑞華 黃永勝 陳文福 林丙輝 葉錫東 卓慧菀

黃振文 呂福興 黃振文 蘇玉龍 王明珂 宋德喜 黃永勝 陳文福

李茂榮 歐聖榮 黃博惠 鄭政峰 黃振文 蘇玉龍 王明珂

薛富盛 方富民 薛富盛 鄭經偉 黃博惠 鄭政峰 黃振文

陳鴻震 陳全木 陳鴻震 盛中德 薛富盛 鄭經偉 黃博惠

毛嘉洪 廖思善 毛嘉洪 陳全木 陳鴻震 盛中德 薛富盛

宋德喜 林清源 宋德喜 林清源 詹麗萍 林清源 詹麗萍

廖振富 陳淑卿 廖振富 邱貴芬 韓碧琴 邱貴芬 韓碧琴

蘇小鳳 韓碧琴 蘇小鳳 林建光 陳欽忠 林建光 陳欽忠

陳欽忠 羅麗馨 羅麗馨

詹富智 鄭經偉 林俊隆 詹富智 鄭經偉 郭寶錚 蔡東纂 游繁結 顏吉甫 蔡東纂

楊正澤 蔣憲國 朱建鏞 楊正澤 蔣憲國 朱建鏞 詹富智 方繼 朱建鏞 詹富智

李淵百 蘇裕昌 王升陽 李淵百 蘇裕昌 楊耀祥 齊心 尤瓊琦 楊耀祥 齊心

楊秋忠 孟孟孝 盧崑宗 楊秋忠 孟孟孝 王升陽 余碧 徐堯煇 王升陽 余碧

陳仁炫 李文昭 陳仁炫 李文昭 阮喜文 李文昭 阮喜文

游繁結 黃琮琪 游繁結 陳吉仲 楊秋忠 陳吉仲 楊秋忠

方繼 葉錫東 方繼 黃琮琪 陳仁炫 黃琮琪 陳仁炫

孫允武 黃景帆 廖宜恩 孫允武 黃景帆 王輝清 陸維作 孫允武 王輝清 陸維作

王丕中 王輝清 王丕中 廖宜恩 李宗寶 廖宜恩 李宗寶

喻石生 林寬鋸 喻石生 施慶賢 曾玄哲 施慶賢 曾玄哲

莊敦堯 林宗儀 莊敦堯 李茂榮 陳汕塘 李茂榮 陳汕塘

歐陽彥杰 吳宗明 林宜清 歐陽彥杰 吳宗明 方富民 陳昭亮 張立信 方富民 陳昭亮

張振豪 韓斌 施錫富 張振豪 韓斌 林宜清 魏銘彥 蔡佳霖 林宜清 魏銘彥

貢中元 洪振義 陳志敏 貢中元 洪振義 陳豪吉 翁芳標 劉柏良 陳豪吉 翁芳標

張厚謙 林維亮 陳昭亮 張厚謙 林維亮 陳志敏 賴永康 洪振義 陳志敏 賴永康

曾文甲 莊秉潔 曾文甲 蔡志成 李榮和 蔡志成 李榮和

高孝偉 李天雄 洪慧芝 高孝偉 李天雄 林茂森 陳良築 謝政哲 林茂森 陳良築

賴建成 林季千 賴建成 李天雄 高孝偉 鄭旭辰 李天雄 高孝偉

董光中 李衛民 董光中 曾秋隆 林永昌 周濟眾 曾秋隆 林永昌

林永昌 鍾楊聰 李衛民 鍾楊聰 李衛民

蔡明志 林金賢 陳進發 蔡明志 林金賢 巨克毅 沈培輝 巨克毅 沈培輝

許永聲 沈肇基 許永聲 蔡孟勳 陳家彬 蔡孟勳 陳家彬

陸大榮 陳育成 陸大榮 陳育成 許永聲 陳育成 許永聲

廖大穎 巨克毅 廖大穎 高玉泉 魯真 高玉泉 魯真

高玉泉 袁鶴齡 林建宇 袁鶴齡 林建宇

李忠良 謝淳仁 李忠良 張妙瑛 范樹宗 張妙瑛 范樹宗

陳明坤 張誠 張誠

李月貴 蕭麗瓊 李月貴 蔡淑惠 陳本源 蔡淑惠 陳本源

陳淑治 陳全溢 陳淑治 方光乾 李若雲 方光乾 李若雲

李若雲 黃淑美 李若雲 黃淑美 蕭美香 黃淑美 蕭美香

張喬棠 蕭美香 張喬棠 黃國祥 陳全溢 黃國祥 陳全溢

呂柔禎 角政治 林煥鈞 呂柔禎 角政治 角政治 黃中衛 李維晨 角政治 黃中衛

黃立宜 何則文 張智瑋 黃立宜 何則文 李   潔 蔡剛傑 林煥鈞 李   潔 蔡剛傑

陳羿蓁 林洋鑫 陳羿蓁 溫婉菁 盧宣文 溫婉菁 盧宣文

徐于婷 王怡茹 徐于婷 何則文 陳俊栯 何則文 陳俊栯

涂子涵 林隆浚 涂子涵 林順康 林侹翰 林順康 林侹翰
100.8.法政學院

成立。

上學期（ 第61次校務代表）

   100學年度(100.8.1~101.7.31) 99學年度(99.8.1~100.7.31)

第59次校務代表 下學期（第62&63次校務代表） 第60次校務代表



陳鴻震 蕭介夫 宋燕輝 毛嘉洪 蕭介夫 宋燕輝 毛嘉洪 蕭介夫 陳俊明 林其璋

毛嘉洪 葉錫東 陳文福 林丙輝 葉錫東 陳文福 林丙輝 葉錫東 薛富盛 許文輝

林丙輝 黃永勝 林富士 宋德喜 黃永勝 林富士 宋德喜 黃永勝 宋燕輝 毛嘉洪

蘇玉龍 黃振文 蘇玉龍 黃振文 黃寬重 陳文福 林丙輝

鄭政峰 黃博惠 鄭政峰 黃博惠 蘇玉龍 林富士 宋德喜

鄭經偉 薛富盛 鄭經偉 薛富盛 鄭政峰 黃振文

陳全木 許文輝 陳全木 許文輝 鄭經偉 黃博惠

邱貴芬 詹麗萍 邱貴芬 詹麗萍 阮秀莉 陳欽忠

林清源 林建光 林清源 林建光 邱貴芬 韓碧琴

陳淑卿 陳欽忠 陳淑卿 陳欽忠 詹麗萍 王良行

羅麗馨 羅麗馨 江乾益

游繁結 顏吉甫 詹富智 方繼 顏吉甫 詹富智 方繼 林俊隆 王升陽 楊秋忠

方繼 黃琮琪 齊 心 彭錦樵 楊耀祥 齊 心 彭錦樵 顏吉甫 黃琮琪 陳樹群

尤瓊琦 朱建鏞 路光暉 陳澤民 朱建鏞 路光暉 陳澤民 朱建鏞 詹富智 顏國欽

徐堯煇 蘇裕昌 許振忠 尤瓊琦 蘇裕昌 許振忠 尤瓊琦 曾夢蛟 蔡東纂 彭錦樵

盧昆宗 李淵百 徐堯煇 盧昆宗 李淵百 徐堯煇 楊耀祥 齊  心 徐堯煇

陳吉仲 楊秋忠 陳吉仲 楊秋忠 李文昭 楊正澤

黃炳文 陳樹群 黃炳文 陳樹群 蘇裕昌 許振忠

孫允武 葉鎮宇 王輝清 藍明德 葉鎮宇 王輝清 藍明德 葉鎮宇 李林滄 林中一

李豐穎 施慶賢 陳繼添 李豐穎 施慶賢 陳繼添 洪國寶 賈明益

洪國寶 廖思善 洪國寶 廖思善 李豐穎 王輝清

曾怜玉 孫允武 曾怜玉 孫允武 曾怜玉 孫允武

張立信 方富民 蔡毓楨 許恆銘 方富民 蔡毓楨 許恆銘 方富民 鄭曼婷 歐陽彥杰

蔡佳霖 林宜清 顏秀崗 林佳鋒 林宜清 顏秀崗 林佳鋒 陳豪吉 莊秉潔 汪俊延

劉柏良 郭正雄 楊錫杭 汪芳興 郭正雄 楊錫杭 汪芳興 林宜清 林泓均 林克偉

洪振義 鄔詩賢 蔡志成 許薰丰 鄔詩賢 蔡志成 許薰丰 郭正雄 貢中元 王東安

歐陽彥杰 廖文彬 歐陽彥杰 廖文彬 莊勝雄 劉永銓

謝政哲 林茂森 林金和 李天雄 林茂森 林金和 李天雄 林茂森 薛攀文 許美鈴

鄭旭辰 莊秀美 劉英明 張嘉哲 莊秀美 劉英明 張嘉哲 劉英明 楊秋英

周濟眾 鍾楊聰 曾秋隆 宣詩玲 鍾楊聰 曾秋隆 宣詩玲 曾秋隆 張力天

林永昌 李衛民 林永昌 李衛民 鄭豐邦 黃鴻堅

巨克毅 葉仕國 巨克毅 葉仕國 楊朝成 胡美智

何建達 袁鶴齡 何建達 袁鶴齡 李皇照 巨克毅

陳家彬 林建宇 陳家彬 林建宇 葉仕國 李惠宗

陳育成 魯真 陳育成 魯真 林建宇 林正寶

許志義 李惠宗 許志義 李惠宗 袁鶴齡 賴榮裕

張妙瑛 范樹宗 張妙瑛 范樹宗 張誠 范樹宗

張誠 張誠 陳進發

王政仁 黃國祥 王政仁 黃國祥 黃永忠 林秀芬

謝忠岳 李月貴 謝忠岳 李月貴 李月貴 黃國祥

黃淑美 林珍如 黃淑美 林珍如 李若雲 黃明珠

陳道正 李若雲 陳道正 李若雲 洪俊玲 張永昌

李維晨 林谷隆 柳育澤 盧宣文 柳育澤 吳承諺 滕于慎 施文雅 王倪 柳育澤

林煥鈞 陳東玉 林蔚任 陳俊侑 黃科蓉 王庭宏 柯淳德 鄭聖姿 陳韋芊 黃科蓉

角政治 施鈞譯 林怡君 林蔚任 陳忞徵 林蔚任

李   潔 王庭宏 林谷隆 施鈞譯 吳國全 林香吟

郭雅涵 陳冠汝 洪復傑 陳國祥 翁紫宜 蕭聖儒

99學年度(99.8.1~100.7.31)

第57次校務代表

97學年度(97.8.1~98.7.31)98學年度(98.8.1~99.7.31)

第56次校務代表第59次校務代表 第58次校務代表



蕭介夫 薛富盛 許文輝 蕭介夫 陳俊明 林其璋 蕭介夫 陳俊明 林其璋 蕭介夫 薛富盛 陳鴻震 蕭介夫

葉錫東 宋燕輝 謝快樂 葉錫東 薛富盛 許文輝 葉錫東 薛富盛 許文輝 葉錫東 黃鴻堅 謝快樂 葉錫東

黃永勝 陳文福 林丙輝 張天傑 黃鴻堅 謝快樂 張天傑 黃鴻堅 謝快樂 張天傑 陳文福 沈玄池 張天傑

黃寬重 林富士 宋德喜 李季眉 陳文福 沈玄池 李季眉 陳文福 沈玄池 李季眉 余文堂 吳威德 李季眉

鄭政峰 黃振文 黃永勝 林富士 宋德喜 黃永勝 林富士 宋德喜 鄭政峰 黃振文 鄭政峰

鄭經偉 黃博惠 鄭政峰 黃振文 鄭政峰 黃振文 鄭經偉 黃博惠 鄭經偉

陳俊明 林其璋 鄭經偉 黃博惠 鄭經偉 黃博惠 陳俊明 林其璋 陳世雄

阮秀莉 陳欽忠 江乾益 廖振富 江乾益 詹麗萍 宋德喜 王俊三 宋德喜

邱貴芬 韓碧琴 陳欽忠 陳淑卿 徐照華 廖振富 陳器文 林建光 陳器文

詹麗萍 王良行 阮秀莉 詹麗萍 阮秀莉 陳淑卿 陳欽忠 張慧銖 陳欽忠

江乾益 陳靜瑜 陳靜瑜 陳靜瑜 陳靜瑜

林俊隆 王升陽 楊秋忠 顏吉甫 齊  心 顏國欽 顏吉甫 齊  心 顏國欽 楊正澤 顏吉甫 黃木秋 顏吉甫

顏吉甫 黃琮琪 陳樹群 林俊隆 楊正澤 方  繼 林俊隆 楊正澤 方  繼 朱建鏞 蘇裕昌 楊秋忠 林俊隆

朱建鏞 詹富智 顏國欽 楊耀祥 黃木秋 尤瓊琦 楊耀祥 黃木秋 尤瓊琦 曾夢蛟 廖天賜 申雍 朱建鏞

曾夢蛟 蔡東纂 彭錦樵 李文昭 阮喜文 董時叡 李文昭 阮喜文 董時叡 楊耀祥 黃琮琪 陳鴻烈 曾夢蛟

楊耀祥 齊  心 徐堯煇 蘇裕昌 楊秋忠 徐堯煇 蘇裕昌 楊秋忠 徐堯煇 李文昭 曾國欽 顏國欽 楊耀祥

李文昭 楊正澤 陳吉仲 曾夢蛟 賴啟銘 陳吉仲 陳仁炫 賴啟銘 蔣憲國 齊  心 雷鵬魁 李文昭

蘇裕昌 許振忠 曾國欽 鄭皆達 曾國欽 鄭皆達 徐堯煇 侯豐男 張淑君 呂金誠

葉鎮宇 李林滄 林中一 詹進科 施因澤 王輝清 詹進科 王輝清 郭仁泰 林助傑 孫允武 王輝清 林助傑

洪國寶 賈明益 葉鎮宇 曾怜玉 林助傑 葉鎮宇 施因澤 林助傑 葉鎮宇 林立 施因澤 葉鎮宇

李豐穎 王輝清 莊敦堯 鄭建宗 莊敦堯 曾怜玉 王宗銘 郭仁泰 王宗銘

曾怜玉 孫允武 孫允武 郭仁泰 孫允武 鄭建宗 詹進科 李宗寶 詹進科

方富民 鄭曼婷 歐陽彥杰 閻嘉義 盧至人 張傑明 閻嘉義 盧至人 張傑明 方富民 蔡志成 陳志銘 方富民

陳豪吉 莊秉潔 汪俊延 盧昭堯 莊秉潔 鄭文桐 盧昭堯 魏銘彥 鄭文桐 林宜清 楊谷章 張厚謙 林宜清

林宜清 林泓均 林克偉 陳豪吉 蔡智強 薛顯宗 陳豪吉 蔡智強 薛顯宗 魏銘彥 貢中元 吳宗明 魏銘彥

郭正雄 貢中元 王東安 陳昭亮 貢中元 張守一 陳昭亮 貢中元 張守一 莊秉潔 廖俊睿 何永鈞 莊秉潔

莊勝雄 劉永銓 吳嘉哲 黃穎聰 王東安 吳嘉哲 黃穎聰 王東安 陳志敏 鄭文桐 洪瑞華 陳志敏

林茂森 薛攀文 許美鈴 林金和 陳健尉 李天雄 林金和 李天雄 謝政哲 賴美津 楊明德 張嘉哲 賴美津

劉英明 楊秋英 楊明德 謝政哲 陳全木 楊明德 陳健尉 陳全木 陳明義 詹迺立 謝政哲 陳明義

曾秋隆 張力天 鄭豐邦 廖俊旺 黃千衿 鄭豐邦 廖俊旺 黃千衿 鍾楊聰 劉正義 鍾楊聰

鄭豐邦 黃鴻堅 董光中 董光中 董光中 黃千衿 董光中

楊朝成 胡美智 陳美源 巨克毅 賴榮裕 陳美源 巨克毅 賴榮裕 陳美源 渥頓 袁鶴齡 陳美源

李皇照 巨克毅 廖大穎 陳明惠 梁福鎮 廖大穎 陳明惠 梁福鎮 廖大穎 王精文 廖大穎

葉仕國 李惠宗 王精文 紀志毅 林建宇 王精文 紀志毅 林建宇 蔡垂雄 陳明惠 蔡垂雄

林建宇 林正寶 渥頓 許舜喨 葉仕國 渥頓 許舜喨 葉仕國 巨克毅 李宗儒 巨克毅

袁鶴齡 賴榮裕 沈肇基 袁鶴齡 沈肇基 袁鶴齡 林宜勉 李惠宗 林宜勉

張誠 范樹宗 黃惠貞 陳進發 黃惠貞 陳進發 翁瓊華 張惠峰 翁瓊華

陳進發 齊隆鯤 范樹宗 齊隆鯤 林本照 蔡文榮 林本照 蔡文榮

黃永忠 林秀芬 黃國祥 湯碧珠 黃國祥 湯碧珠 黃國祥 李若雲 黃國祥

李月貴 黃國祥 李素鈴 林秀芬 李月貴 李素鈴 蘇倩玉 黃明珠 張麗芬 林秀芬 洪俊玲 張麗芬

李若雲 黃明珠 何榮煌 黃明珠 陳本源 何榮煌 黃淑美 陳本源 陳本源 黃淑美 汪小燕 陳本源

洪俊玲 張永昌 蘇倩玉 黃淑美 李月貴 林秀芬 張人文 白敏瑩 張人文

施文雅 王倪 黃科蓉 陳俊源 張湘華 謝牧州 陳俊源 張湘華 謝牧州 謝牧州 林孟熹 柳育澤 謝牧州

鄭聖姿 陳韋芊 柯淳德 施文雅 黃科蓉 柳育澤 施文雅 黃科蓉 柳育澤 邱琬貽 黃科蓉 張斌褀 邱琬貽

陳忞徵 林蔚任 陳昱圻 林谷隆 林孟熹 陳昱圻 林谷隆 林孟熹 許惠淇 蘇冠彰 許惠淇

吳國全 林香吟 林岡諭 蘇冠彰 林岡諭 蘇冠彰 李桂萍 陳淑雯 李桂萍

翁紫宜 蕭聖儒 鄭聖姿 林怡君 鄭聖姿 林怡君 蔡明得 陳星翰 蔡明得

第52次校務代表 第51次校務代表

96學年度(96.8.1~97.7.31)

第53次校務代表

95學年度(95.8.1~96.7.31)97學年度(97.8.1~98.7.31)

第55次校務代表 第54次校務代表



薛富盛 趙裕展 蕭介夫 余文堂 吳威德 蕭介夫 余文堂 吳威德 蕭介夫 黃博惠 李皇照 蕭介夫 黃博惠 李皇照

黃鴻堅 謝快樂 葉錫東 鄭詩華 葉錫東 鄭詩華 葉錫東 余文堂 葉錫東 余文堂

陳文福 沈玄池 鄭政峰 黃博惠 鄭政峰 廖思善 林其璋 鄭詩華 林其璋 鄭詩華

余文堂 吳威德 鄭經偉 林其璋 鄭經偉 林其璋 董崇選 鄭政峰 董崇選 鄭政峰

黃振文 陳世雄 趙裕展 陳世雄 趙裕展 鄭經偉 胡念台 鄭經偉 胡念台

黃博惠 薛富盛 張天傑 薛富盛 張天傑 陳世雄 張天傑 陳世雄 張天傑

林其璋 陳文福 沈玄池 黃博惠 沈玄池 薛富盛 何京勝 薛富盛 何京勝

王俊三 陳欽忠 宋德喜 陳欽忠 宋德喜 范豪英 孫若怡 范豪英 孫若怡

林建光 曾宣毅 詹麗萍 曾宣毅 詹麗萍 宋德喜 徐照華 宋德喜 徐照華

張慧銖 陳淑卿 徐照華 陳淑卿 徐照華 曾宣毅 陳欽忠 曾宣毅 陳欽忠

王俊三 王俊三 陳器文 陳器文

廖天賜 申雍 顏吉甫 齊  心 陳仁炫 顏吉甫 齊  心 陳仁炫 朱德民 齊  心 顏國欽 朱德民 齊  心 顏國欽

黃琮琪 陳鴻烈 林俊隆 楊正澤 林昭遠 林俊隆 楊正澤 林昭遠 朱建鏞 楊正澤 尤瓊琦 朱建鏞 楊正澤 尤瓊琦

曾國欽 顏國欽 林瑞松 路光暉 顏國欽 林瑞松 路光暉 顏國欽 曾夢蛟 許振忠 彭錦樵 曾夢蛟 許振忠 彭錦樵

齊  心 雷鵬魁 呂金誠 許振忠 陳加忠 呂金誠 許振忠 陳加忠 呂金誠 黃木秋 陳俊明 呂金誠 黃木秋 陳俊明

侯豐男 蔣憲國 黃琮琪 黃木秋 蔣憲國 黃琮琪 黃木秋 蔣憲國 黃琮琪 李淵百 蔣憲國 黃琮琪 李淵百 蔣憲國

黃木秋 徐堯煇 黃振文 李淵百 曾志正 黃振文 李淵百 曾志正 黃振文 楊秋忠 徐堯煇 黃振文 楊秋忠 徐堯煇

楊秋忠 張淑君 蔡東纂 楊秋忠 張淑君 蔡東纂 楊秋忠 張淑君 詹富智 鄭皆達 張淑君 詹富智 鄭皆達 張淑君

孫允武 王輝清 洪國寶 阮俊人 施明智 洪國寶 阮俊人 施明智 林助傑 張志軍 簡國璋 林助傑 張志軍 簡國璋

林立 施因澤 詹進科 賈明益 簡國璋 詹進科 賈明益 簡國璋 曾志明 林 立 孫允武 曾志明 林 立 孫允武

郭仁泰 曾志明 王輝清 曾志明 王輝清 王行健 阮俊人 王行健 阮俊人

李宗寶 林助傑 林  立 林助傑 林立 曾怜玉 謝英恆 曾怜玉 謝英恆

蔡志成 陳志銘 方富民 林慶炫 許恒銘 方富民 林慶炫 許恒銘 鄧洪聲 盧至人 林松池 鄧洪聲 盧至人 林松池

楊谷章 張厚謙 褚炳麟 莊秉潔 何永鈞 褚炳麟 莊秉潔 何永鈞 方富民 魏銘彥 洪瑞華 方富民 魏銘彥 洪瑞華

貢中元 吳宗明 張明添 蔡志成 楊錫杭 張明添 蔡志成 楊錫杭 徐登文 盧重興 江雨龍 徐登文 盧重興 江雨龍

廖俊睿 何永鈞 張厚謙 王國禎 魏銘彥 張厚謙 王國禎 魏銘彥 曾文甲 黃玉麟 蔡志成 曾文甲 黃玉麟 蔡志成

鄭文桐 洪瑞華 吳震裕 貢中元 吳震裕 貢中元 王國禎 李興軍 王國禎 李興軍

楊明德 張嘉哲 林金和 陳鴻震 楊文明 林金和 陳鴻震 楊文明 翁仁憲 陳全木 楊秋英 翁仁憲 陳全木 楊秋英

詹迺立 謝政哲 林茂森 張功耀 林茂森 張功耀 張功耀 周寬基 張功耀 周寬基

劉正義 沈瑞鴻 黃千衿 黃鴻堅 沈瑞鴻 黃千衿 黃鴻堅 鍾楊聰 黃千衿 鍾楊聰 黃千衿

黃千衿 陳三多 陳三多 陳三多 陳三多

渥頓 袁鶴齡 陳美源 蔡明志 陳美源 蔡明志 高玉泉 佘日新 高玉泉 佘日新

王精文 高玉泉 王精文 高玉泉 王精文 巨克毅 周世玉 巨克毅 周世玉

陳明惠 呂瑞麟 王瑞德 呂瑞麟 王瑞德 陳美源 張簡尚偉 陳美源 張簡尚偉

李宗儒 袁鶴齡 何建達 袁鶴齡 張簡尚偉 林宜勉 丘宏昌 林宜勉 丘宏昌

李惠宗 林宜勉 許志義 林宜勉 許志義 許志義 林金賢 許志義 林金賢

張惠峰 張惠峰 黃志超 張惠峰 黃志超 林榕華 張惠峰 黃志超 林榕華 張惠峰 胡元傑

黃志超 齊隆鯤 何全進 齊隆鯤 何全進 齊隆鯤 陳進發 齊隆鯤 陳進發

李若雲 黃國祥 黃育銓 黃國祥 黃育銓 黃國祥 陳筱雯 黃國祥 陳筱雯

林秀芬 洪俊玲 陳本源 歐安臺 白敏瑩 陳本源 歐安臺 白敏瑩 郭蕙貞 吳明戶 林義豐 郭蕙貞 吳明戶 林義豐

黃淑美 汪小燕 周惠婷 黃淑美 李慶峰 周惠婷 黃淑美 李慶峰 黃淑美 蘇倩玉 李慶峰 黃淑美 蘇倩玉 李慶峰

白敏瑩 蘇倩玉 張人文 蘇倩玉 張人文 鄭中堅 林大豐 鄭中堅 林大豐

林孟熹 游惟傑 鄭彩婷 邱奕喬 宋秉勳 鄭彩婷 邱奕喬 李姣瑩 吳書幃 李姣瑩 吳書幃

黃科蓉 張斌褀 吳璟妤 劉璟新 梅里仁 吳璟妤 黃筱雯 黃筱雯

蘇冠彰 鄭為平 江俊億 鄭為平 林北辰 林北辰

陳淑雯 陳盈穎 鄭元凱 陳盈穎 李翊瑋 李翊瑋

陳星翰 蘇琪雯 林洌潁 蘇琪雯 鄭彩婷 鄭彩婷

第50次校務代表

94學年度(94.8.1~95.7.31)

第51次校務代表

95學年度(95.8.1~96.7.31)

第47次校務代表

93學年度(93.8.1~94.7.31)

第48次校務代表第49次校務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