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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校級委員院內代表及院級委員會委員一覽 

（105.09.06） 

*下列校級委員會僅限由院內推薦或遴選教師代表者，其他校級委員會請洽該管業務單位。 

校務會議（院長、副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賴芳伶、吳冠宏、許子漢、須文蔚、許又方、郭強生、曾珍珍、楊芳

枝、溫英幹、葉智魁、林美玫、許育銘、李道緝、陳鴻圖、陳若璋、

唐淑華、魯炳炎、李崇僖 

 

96 

許子漢、許又方、須文蔚、傅士珍、郭強生、郭平欣、洪嘉瑜、李同

龢、葉智魁、許育銘、李道緝、陳鴻圖、張  璉、李維倫、高台茜、

高  長（96學年度第 2學期由賴芳伶遞補）、陳彥良（財法） 

 

97 

吳冠宏、許子漢、林明珠、劉惠萍、呂嵩雁、曾珍珍、曾月紅、李道

緝、黃熾霖、郭平欣、李再立、林耀盛、林繼偉、黃漢光、朱景鵬、

石世豪 

 

98 

康培德、林明珠、曾月紅、黃漢光、許子漢、游子宜、劉惠萍、傅士

珍、許育銘、朱鎮明、郭平欣、林耀盛、陳彥良（財法）（98學年度

第 2學期起由徐揮彥遞補） 

 

99 
賴芳伶、曾珍珍、黃漢光、石世豪、康培德、林耀盛、劉漢初、謝明

陽、許子漢、許又方、郭平欣、陳鴻圖、李維倫 

 

100 
吳冠宏、須文蔚、許甄倚、洪嘉瑜、李娓瑋、吳翎君、黃熾霖、陳進

金、陳鴻圖、石世豪、黎德星、康培德、李維倫 

 

101 

林明珠、許又方、許子漢、吳明益、曾珍珍、許甄倚、洪嘉瑜、黃熾

霖、陳鴻圖、徐揮彥、潘繼道、陳進金、陳若璋（102.2.1起由林繼偉

遞補） 

 

102 

吳冠宏、賴芳伶、吳明益、曾珍珍、洪嘉瑜、梁文榮、朱景鵬、康培

德、劉志如（遞補林美珠）、許子漢、李道緝（遞補陳鴻圖）、陳進金、

徐揮彥 

 

103 

吳冠宏、許又方、須文蔚、王君琦（遞補許甄倚、許甄倚遞補曾珍珍）、

梁文榮、朱景鵬、康培德、周育如（遞補林美珠）、許子漢、楊  翠、

陳進金、陳鴻圖、徐揮彥 

 

104 

吳冠宏、吳明益、許又方、曾珍珍（105.2.1起由許甄倚遞補）、洪嘉

瑜、梁文榮、朱景鵬（105.2.1起由魯炳炎遞補）、康培德、李維倫、

許子漢、楊翠、陳鴻圖、徐揮彥 

 

105 
李正芬、李進益、許又方、許子漢、許甄倚、梁文榮、陳鴻圖、呂傑

華、徐揮彥、魯炳炎、潘繼道、李維倫 

 

 

校教評會（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96 林美玫（96起由賴芳伶遞補）、曾珍珍、溫英幹（96起由陳若璋遞補）  

97 林美珠（97-2轉當然委員由曾月紅遞補）、林明珠、朱景鵬、吳冠宏  

98 吳冠宏、曾珍珍、康培德、林明珠  

99 吳冠宏、曾珍珍、康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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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吳冠宏、吳翎君、康培德  

101 曾珍珍、吳翎君、李維倫  

102 康培德、吳翎君（遞補林美珠）  

103 康培德（遞補吳冠宏）、曾珍珍  

104 吳冠宏、吳翎君  

105 曾珍珍、林美珠  

 

校課程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陳元朋、徐揮彥  

96 郭強生、李維倫  

97 林明珠、魯炳炎  

98 李維倫、游子宜  

99 李維倫、許育銘  

100 李依倩、劉志如  

101 徐揮彥、蔡淑芬  

102 朱鎮明、李依倩  

103 溫光華、郭平欣  

104 黃雯娟、呂傑華  

105 王君琦、劉効樺  

 

內控小組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2～103 朱景鵬  

104～105 本屆本院無委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1～102 曾珍珍、徐揮彥  

103～104 曾珍珍、許子漢  

105～106 石世豪、李進益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4～95 吳冠宏（95學年度起由許又方遞補）、李娓瑋、葉智魁  

96 許子漢、曾珍珍、李娓瑋  

97～98 許子漢、李娓瑋、李正芬  

99～100 徐揮彥、李正芬  

101～102 林明珠、徐揮彥、張鑫隆 張鑫隆為教師會

代表 103～104 徐揮彥（104學年度第 2學期由劉秀美遞補）、張寶云、張鑫隆 

105～106 楊  翠、石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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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暨車輛管理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張銘仁  

96 黃宗潔  

97 藍玉玲  

98 張郁齡  

99 劉効樺  

100 張瓊文  

101 李明霓  

102 黃如焄  

103 張宏輝  

104 鄭詠之  

105 呂傑華  

 

教務規章暨學業成績更正審議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許育銘、劉吉川  

96 賴芳伶、郭平欣  

97 黃熾霖、陳彥良（財法）  

98 許又方、周東山  

99 黎德星、康培德  

100 許甄倚、梁文榮  

101 李秀華、李維倫  

102 陳進金、朱景鵬  

103 須文蔚、梁文榮  

104 蔡淑芬、黎德星  

105 李正芬、徐揮彥  

 

學生社團評議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蔣竹山  

96 尚憶薇  

97 呂傑華  

98 蔣竹山  

99 王君琦  

100 潘宗億  

101 張寶云  

102 羅  晉  

103 林忠樑  

104 莊致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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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許子漢  

 

學生急難救助基金管理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陳淑玲  

96 陳進金  

97 尤素娟  

98 潘繼道  

99 黃宗潔  

100 高倜歐  

101 葉爾建  

102 潘宗億  

103 李世偉  

104 顏進雄  

105 李娓瑋  

 

圖書、通信與資訊服務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96 李道緝  

97～98 謝明陽  

99～100 溫光華  

 

外國學生入學資格審查小組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賴芳伶  

96 郭強生  

97 曾月紅  

98 曾珍珍  

99 黎德星  

100 黎德星  

101 李維倫  

102 康培德  

103 許甄倚  

104 梁文榮  

 

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魯炳炎、林慧菁  

96 朱鎮明、楊植喬  

97 李道緝、游子宜  

98 林忠樑、高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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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巫俊勳、石忠山  

100 黃如焄、郭俊麟  

101 張瓊文、巫俊勳  

102 劉効樺  

103 曾珍珍  

104 李世偉  

105 呂傑華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陳彥良（財法）、劉志如  

96 徐揮彥、許甄倚  

97 徐揮彥  

98 賴宇松  

99 張鑫隆  

100 張郁齡  

101 陳忠將  

102 陳忠將、賈紅鶯  

103 陳忠將、陳淑瓊  

104 賴宇松、李明霓  

105 石世豪、李明霓  

 

學生事務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須文蔚、陳鴻圖  

96 顧瑜君  

97 陳福士、呂傑華  

98 劉慧珍  

99 彭蒂菁  

100 陳鴻圖  

101 施雅純  

102 朱鎮明  

103 貝克定、高倜歐  

104 劉秀美  

105 陳建福  

 

衛生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96 羅德芬  

97～98 吳冠宏 通識中心推薦 

99～100 本院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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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 馬庫斯˙路易  

103～104 張啟超  

105～106 陳進金  

 

節能減碳小組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7～98 劉吉川  

99～100 劉彥君  

101～102 王鴻濬  

103～104 本院無委員  

 

圖書、通信與資訊發展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96 李道緝、李崇僖  

97～98 蔡淑芬、石世豪  

 

通信與資訊發展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0～101 李道緝  

 

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1～102 羅德芬、徐揮彥  

103～104 羅德芬、徐揮彥  

105～106 田島真弓  

 

徠福獎學金審查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1 彭蒂菁  

102 張寶云  

103 呂傑華  

104 李娓瑋（104-1）、江美華（104-2）  

 

閱讀東華小組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2 蔣竹山 102-2開始 

103 蔣竹山  

104 蔣竹山  

 

優良導師典範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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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李秀華  

103 劉志如  

104 王沂釗  

 

國際事務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2 黃宣衛 年度 

103 李維倫 年度 

103 康培德 改學年度制 

104 康培德  

105 黃雯娟  

 

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吳冠宏、郭平欣、李維倫  

97～98 吳冠宏、李維倫、陳彥良（財法）  

99～100 黃漢光、許又方  

101～102 王蘭菁、溫光華  

103～104 王蘭菁、陳鴻圖  

105～106 徐揮彥、王蘭菁  

 

校園景觀規劃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1～102 吳明益  

103～104 吳冠宏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9～100 沈乃慧、蔡淑芬、呂傑華、須文蔚、陳彥良  

101～102 魯炳炎  

103～104 本院無代表  

105～106 賴宇松  

 

院務會議（院長、副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學生代表/備註 

95 

賴芳伶、吳冠宏、劉漢初、許又方、郭強生、曾珍珍、蔡淑芬、

楊芳枝、郭平欣、溫英幹、李娓瑋、洪嘉瑜、劉吉川、葉智魁、

林嘉志、許育銘、陳彥良、蔣竹山、陳若璋、林耀盛、周育如、

唐淑華、崔光宙、王鴻濬、朱鎮明、李崇僖、陳忠將、須文蔚 

自 101學年度起因應相

關法令規定，為保障學生

權益而增設學生代表席

次。 

學生代表名額 101學年

度～102學年度第 1學期
96 

賴芳伶、謝明陽、劉漢初、許又方、郭強生、傅士珍、陳淑玲、

許甄倚、郭平欣、李娓瑋、洪嘉瑜、李同龢、許義忠、葉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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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志、許育銘、張  璉、貝克定、藍玉玲、張志明、王鴻濬、

魯炳炎、陳彥良、陳忠將、須文蔚、陳若璋、劉彥君、高台茜、

高  長 

（102-1）學生代表 4名、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起

（102-2）增列為 5名。 

97 

林美珠、許又方、程克雅、謝明陽、劉漢初、林明珠、江美華、

許學仁、劉慧珍、呂嵩雁、李進益、郭澤寬、劉惠萍、丘慧瑩、

楊芳枝、曾珍珍、傅士珍、陳淑玲、曾月紅、嚴愛群、鄭育霖、

王秋棠、許育銘、陳元朋、蔣竹山、黃熾霖、潘繼道、黃雯娟、

潘文富、陳若璋、林耀盛、王櫻芬、周東山、王純娟、高倜歐、

陳淑瓊、黎德星、朱景鵬、朱鎮明、陳彥良、徐揮彥、黃漢光、

陳素梅、呂傑華、郭平欣、洪嘉瑜、羅德芬、李娓瑋、許義忠、

林嘉志、劉吉川、須文蔚 

98 

許又方、吳冠宏（98-2由賴芳伶遞補）、許子漢、劉漢初、林

明珠、許學仁、劉慧珍、江美華、曾珍珍、傅士珍、蔡淑芬、

陳淑玲、曾月紅、嚴愛群、王蘭菁、施雅純、劉惠萍、彭衍綸、

康培德、郭澤寬、張寶云、許育銘、李道緝、陳彥良、陳鴻圖、

陳文松（98-2由潘繼道遞補）、王崇峻、李世偉、郭平欣、李

娓瑋、羅德芬、陳建福、周東山、劉志如、周育如、藍玉玲、

黎德星、黃漢光、呂傑華、陳素梅、朱鎮明（98-2由黎德星兼

任）、魯炳炎、陳彥良（98-2由黎德星兼任）、陳忠將、須文蔚 

99 

吳冠宏、須文蔚、康培德、曾珍珍（99-2由許甄倚遞補）、許

育銘、郭平欣、周東山（99-2改為李維倫）、黎德星、朱景鵬、

謝明陽、李正芬、丘慧瑩（99-2由劉漢初遞補）、劉秀美、黃

宗潔、魏貽君、曾月紅、沈乃慧（99-2由王君琦遞補）、楊植

喬、張  璉、李道緝、貝克定、潘繼道、郭澤寬、郭俊麟、洪

嘉瑜、李娓瑋、陳建福、石忠山、魯炳炎、徐揮彥、林繼偉、

藍玉玲、周育如 

100 

吳冠宏、須文蔚、許甄倚、陳進金、康培德、李維倫、梁文榮、

黎德星、朱景鵬、林明珠、許學仁、劉漢初、張寶云、魏貽君、

黃宗潔、石忠山、徐揮彥、魯炳炎、李娓瑋、洪嘉瑜、郭平欣、

陳淑玲、楊植喬、王君琦、郭澤寬、潘繼道、郭俊麟、李道緝、

許育銘、陳元朋、陳淑瓊、王純娟、劉効樺 

101 

李秀華、許又方、許甄倚、陳進金、梁文榮、李維倫、黎德星、

朱景鵬、許子漢、彭衍綸、王文進、許學仁、劉漢初、李依倩、

張寶云、魏貽君、陳淑玲、沈乃慧、施雅純、張   璉、許育銘、

李道緝、潘繼道、張瓊文、郭俊麟、洪嘉瑜、李娓瑋、羅德芬、

周育如、王沂釗、劉効樺、黃漢光、呂傑華、張郁齡 

學生代表 

張汝雅、游騰林、于立

豪、黃咨庭 

102 

李秀華、須文蔚、許甄倚、陳進金、梁文榮、李維倫、黎德星、

康培德、高  長、許子漢、朱景鵬、彭衍綸、潘繼道、蔣竹山

（102-2）、吳冠宏、林明珠、李正芬、李進益、張寶云、魏貽

君、陳淑玲、蔡淑芬、施雅純、貝克定、陳彥良、潘宗億、林

潤華、張瓊文、郭俊麟、洪嘉瑜、李娓瑋、羅德芬、蔣世光、

王沂釗、林繼偉、張宏輝、張鑫隆、賴宇松、魯炳炎、朱鎮明、

學生代表 

徐瑞隆、陳明德、歐家

榮、陳慧菁、陳家偉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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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忠山 

103 

李正芬、須文蔚、許甄倚、陳鴻圖、梁文榮、劉志如、黎德星、

康培德、高  長、許子漢、朱景鵬、彭衍綸、潘繼道、蔣竹山、

吳冠宏、許學仁、林明珠、張寶云、楊  翠、黃宗潔、施雅純、

蔡淑芬、陳淑玲、黃熾霖、李道緝、潘宗億、葉爾建、葉韻翠、

林潤華、李娓瑋、洪嘉瑜、羅德芬、田島真弓、賴宇松、莊致

嘉、王鴻濬、石忠山、朱鎮明、林繼偉、王沂釗、劉効樺 

學生代表 

魏 徹、雷皓天、柯思羽

（102-1）、安立心

（103-2）、傅佑宏、陳家

慶 

104 

李正芬、須文蔚、蔡淑芬、陳鴻圖、梁文榮、王沂釗、黎德星、

康培德、高  長、徐揮彥、許子漢、李秀華、朱景鵬、彭衍綸、

潘繼道、蔣竹山、賴芳伶（104-2由顏進雄遞補）、溫光華、劉

惠萍、李依倩、張寶云、黃宗潔、曾月紅、陳淑玲、施雅純、

陳彥良、許育銘、貝克定、林潤華、葉爾建、葉韻翠、洪嘉瑜、

李娓瑋、羅德芬、劉志如、劉効樺、蔣世光、賴宇松、莊致嘉、

田島真弓（104-2）、張宏輝（104-2）、魯炳炎、石忠山、羅  晉 

學生代表 

王語謙、曾郁蘭、陳正

倫、陳家偉、陳姿蓉 

徐揮彥（104-1 社會系暨

財法所代表、104-2 為財

法所主管） 

賴宇松（104-1 社會系暨

財法所代表、104-2 為財

法所代表） 

莊致嘉（104-1 社會系暨

財法所代表、104-2 為社

會系代表） 

105 

李正芬、須文蔚、蔡淑芬、陳鴻圖、梁文榮、王沂釗、范麗娟、

黃雯娟、高  長、徐揮彥、李秀華、朱景鵬、蔣竹山、潘繼道、

彭衍綸、劉惠萍、溫光華、魏慈德、 李依倩、張寶云、黃宗

潔、許甄倚、楊植喬、施雅純、李道緝、陳進金、潘宗億、郭

澤寬、葉爾建、葉韻翠、郭平欣、李娓瑋、羅德芬、林繼偉、

劉効樺、周育如、張郁齡、田畠真弓、呂傑華、魯炳炎、石忠

山、羅  晉 

學生代表待聘 

 

院教評會（院長、副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賴芳伶、李永平、溫英幹、郭平欣、尚憶薇、

陳鴻圖、林烘煜、高台茜、朱景鵬 

95-2臨時 

蕭朝興、曾珍珍、林美玫、唐淑華 

96 

劉漢初、陳鏡羽、郭平欣、尚憶薇、李道緝、

劉志如、崔光宙、高  長（96 學年度第 2 學

期 6月起由朱鎮明遞補）、陳彥良（財法） 

96臨時 

林金龍、賴芳伶、曾珍珍、高台茜、顧瑜

君、王鴻濬、朱景鵬 

97 

林美珠、吳冠宏、劉漢初、曾珍珍、楊芳枝、

溫英幹（97學年度第 2學期由李娓瑋遞補）、

郭平欣、尚憶薇、林美玫、劉志如、朱景鵬、

石世豪、林明珠、江美華、曾月紅、黃熾霖、

呂嵩雁、王純娟、黃漢光、劉惠萍、王良能 

97-1臨時 

蕭朝興、林金龍、唐淑華、郝譽翔、郭強

生、劉吉川、陳若璋、褚志鵬、高台茜 

97-2臨時 

蕭朝興、林金龍、唐淑華、溫日華、郭強

生、劉吉川、陳若璋、褚志鵬、高台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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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裕源 

98 

吳翎君、黃漢光、李道緝、郭平欣、魯炳炎、

吳冠宏（99.05起改當然委員）、林明珠、曾珍

珍、曾月紅、李進益（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由黃熾霖遞補）、林嵩山（98學年度第 2學期

起由劉惠萍遞補）、陳進金、康培德、李娓瑋、

黎德星、朱鎮明、陳彥良（98 學年度第 2 學

期起由石世豪遞補）、林耀盛、須文蔚（99.05

起） 

98-1臨時 

賴芳伶、陳鏡羽、黃熾霖、林美玫、陳若

璋、劉吉川、林金龍、高台茜 

98-2臨時 

賴芳伶、陳鏡羽、林美玫、周東山、劉吉

川、林金龍、蕭朝興、高台茜 

99 
曾珍珍、洪嘉瑜、王文進、許又方、許甄倚、

林美玫、康培德、李娓瑋、黃漢光、林耀盛 

99臨時 

陳鏡羽、石世豪、黃熾霖 

100 
楊  翠、徐揮彥、洪嘉瑜、許甄倚、康培德、

陳進金、陳若璋、吳翎君、吳明益、梁文榮 

100臨時 

林明珠、陳鏡羽、黃熾霖、石世豪、賴芳

伶 

101 

梁文榮、吳翎君、許甄倚、許學仁、游宗蓉、

曾珍珍、黃熾霖、洪嘉瑜、徐揮彥、李維倫、

黃雯娟（101學年度第 2學期起由康培德遞補） 

101臨時 

李秀華（101學年度第 1學期）、李進益、

許又方、林明珠 

102 

吳冠宏、黃宗潔、曾珍珍、林美玫、梁文榮、

黃漢光、李維倫、康培德、高  長、林明珠、

林美珠 

102臨時 

吳明益 

103 

吳冠宏、曾珍珍、李進益、林美玫、康培德、

梁文榮、黎德星、高  長、林美珠（103學年

度第 2學期起由劉志如遞補）、洪嘉瑜、楊  翠 

103臨時 

許又方、朱景鵬（103學年度第 2學期） 

104 

吳冠宏、楊  翠（遞補賴芳伶）、劉秀美、曾

珍珍（104 學年第 1 學期、104 學年度第 2 學

期擔任副院長改當然委員）、陳鏡羽（104 學

年第 2 學期）、陳鴻圖、康培德、梁文榮、高  

長、徐揮彥（104-1社會系暨財法所代表、104-2

為財法所代表）、李維倫、林美珠、呂傑華（104

學年第 2學期） 

104臨時 

許又方、林燕淑、黎德星、曾月紅、林美

玫（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05 

許又方、林美珠、劉惠萍、李進益、許甄倚、

吳翎君、梁文榮、徐揮彥、朱鎮明、黃雯娟、

范麗娟、李維倫 

105臨時 

吳明益、曾月紅、洪嘉瑜 

 

院課程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 

許子漢、陳鏡羽、溫英幹（95 學年度第 2 學

期由王友利遞補）、賴來新、劉志如、顧瑜君、

魯炳炎、陳元朋、徐揮彥 

 

96 
魏慈德、郭強生、王友利、賴來新、陳進金、

李維倫、高台茜、朱鎮明、徐揮彥 
 

97 魏慈德、林明珠、郭澤寬、傅士珍、曾月紅、 校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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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美、陳鴻圖、陳建福、賴來新（僅 97 學

年度第 1 學期）、李維倫、高倜歐、張宏輝、

黃熾霖、魯炳炎、陳忠將 

盧蕙馨 

98 

程克雅、許學仁、曾珍珍、曾月紅、游子宜、

丘慧瑩、林美玫、潘文富、張銘仁、張宏輝、

魯炳炎、徐揮彥、李維倫 

校外委員 

盧蕙馨 

99 
溫光華、吳明益、郭強生、許育銘、黃雯娟、

洪嘉瑜、徐揮彥、李維倫（99-1）、劉志如（99-2） 

校外委員 

盧蕙馨 

100 
林明珠、李依倩、徐揮彥、郭平欣、許甄倚、

黃雯娟、陳進金、劉志如 

校外委員 

盧蕙馨 

101 
李正芬、許子漢、蔡淑芬、陳鴻圖、郭澤寬、

郭平欣、徐揮彥、劉志如 

校外委員 

黃宣衛（101學年度第 1學期）盧蕙馨（101

學年度第 2學期） 

102 
溫光華、李依倩、許甄倚、陳進金、郭澤寬、

郭平欣、呂傑華、徐揮彥、劉志如、朱鎮明 

校外委員 

盧蕙馨 

103 
溫光華、許子漢、曾月紅、陳鴻圖、黃雯娟、

郭平欣、呂傑華、王鴻濬、周育如、徐揮彥 

校外委員 

丘為君 

104 
溫光華、許子漢、楊植喬、陳鴻圖、黃雯娟、

郭平欣、呂傑華、張郁齡、劉志如、石忠山 

校外委員 

盧蕙馨 

105 
溫光華、許子漢、王君琦、陳鴻圖、郭平欣、

李世偉、呂傑華、朱鎮明、賴宇松、劉効樺 

校外委員 

盧蕙馨 

 

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96 

吳冠宏（96 學年度由陳進金遞補）、曾珍珍、

溫英幹（96學年度由洪嘉瑜遞補）、劉吉川（96

學年度由林耀盛遞補）、崔光宙、朱景鵬（96

學年度由財法陳彥良遞補） 

 

97～98 

吳冠宏、曾珍珍、溫英幹（98學年度由黃熾霖

遞補）、李再立（僅 97 學年度）、陳進金、徐

揮彥 

98學年度原由林美珠遞補李再立，然代

理院長為當然代表，並由代理院長裁示其

所遺委員名額不再遞補。 

99～100 
林耀盛（100學年度由林繼偉遞補）、陳鴻圖、

李正芬、潘繼道、黃宗潔 

外院委員：尚憶薇 

101～102 潘繼道、黃宗潔、黃如焄 

外校委員：黃宣衛（101學年度第 1學期） 

外院委員：林偉信（101學年度）、簡月

真（102學年度） 

103～104 陳鴻圖、張瓊文、羅寶鳳、許俊才  

105～106 曾珍珍、陳鴻圖、呂傑華、羅  晉  

 

學術研究獎勵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5～96 賴芳伶、曾珍珍、郭平欣、劉吉川（96學年度由許義忠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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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林美玫（96學年度由李道緝遞補）、林烘煜（96學年

度由劉志如遞補）、高台茜、朱景鵬（96 學年度由高  長

遞補）、李崇僖 

97～98 

謝明陽、郭強生（98 學年度由陳鏡羽遞補）、林燕淑、劉

吉川（因應系所架構調整、任期僅 97 學年度）、許育銘、

劉志如、朱景鵬（98 學年度由朱鎮明遞補）、石世豪（98

學年度由徐揮彥遞補）、王良能委員（因應系所架構調整增

聘，任期僅 98學年度）、康培德（因應系所架構調整增聘，

任期僅 98學年度） 

 

99～100 
吳冠宏、林耀盛（100學年度由李維倫遞補）、陳建福、康

培德、徐揮彥、吳翎君、陳鏡羽、須文蔚 

 

101～102 
謝明陽、吳明益、曾珍珍、吳翎君、李世偉、梁文榮、徐

揮彥、陳若璋 

102學年度起學術研究獎勵

已經修正為教師獎勵，故此

任委員任期實為 101學年度。 

 

延攬及留任頂尖人才審查委員會（院長為當然委員）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98 吳冠宏、康培德、洪嘉瑜、曾珍珍  

99 吳冠宏、吳翎君、洪嘉瑜、曾珍珍  

100 林美珠、吳翎君、梁文榮、郭強生、石世豪  

101 吳冠宏、康培德、林美珠、洪嘉瑜、陳鏡羽、朱景鵬  

102 吳翎君、康培德、張銘仁、許甄倚、黎德星、林美珠  

103 李正芬、曾珍珍、洪嘉瑜、黃熾霖、朱鎮明、林美珠  

104 曾珍珍、劉惠萍、洪嘉瑜、黎德星  

105 待聘  

 

優良導師選拔小組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2 李維倫、李秀華、許甄倚、陳進金、高  長  

103 陳鴻圖、黃宣衛、吳翎君、劉志如、徐揮彥  

104 梁文榮、須文蔚、康培德、徐揮彥、黎德星  

105 待聘  

 

楊牧文學講座執行小組 

學年度 委員名單 備註 

102 黃宣衛、曾珍珍、賴芳伶、李秀華、須文蔚、許甄倚  

103 黃宣衛、曾珍珍、賴芳伶、李正芬、須文蔚、許甄倚、許子漢  

104 
黃宣衛（104-2起由王鴻濬遞補）、曾珍珍、賴芳伶（104-2起由吳冠宏

遞補）、李正芬、須文蔚、蔡淑芬、許子漢 

 

105 王鴻濬、曾珍珍、吳冠宏、李正芬、須文蔚、蔡淑芬、許子漢  

 

系所評鑑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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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名單 備註 

101 
徐揮彥、林繼偉、吳明益、李正芬、鄭育霖、黃雯娟、莊致嘉、石忠

山、張郁齡、李道緝、李娓瑋 

 

102 
徐揮彥、周育如、吳明益、李正芬（102-1）、彭衍綸（102-2）、鄭育霖、

潘繼道、莊致嘉、石忠山、張郁齡、李道緝、李娓瑋 

 

103 
徐揮彥、陳淑瓊（103-1）、高倜歐（103-2）、魏貽君、彭衍綸、鄭育霖、

潘繼道、莊致嘉、石忠山、張郁齡、李道緝、李娓瑋 

 

104 
徐揮彥、彭衍綸、吳明益、鄭育霖、林美玫、潘繼道、李娓瑋、石忠

山、陳素梅（104-1）、莊致嘉（104-2）、張郁齡、劉効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