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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會 

105 學年度  第 3 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6 年 6 月 19 日(星期 ㄧ ) 中午 11:50 

貳、開會地點：圖書館地下一樓悅讀園 

參、主    席：莊秀琪理事長                  紀錄： 吳美莉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報告： 

1. 至目前為止，105 學年度教師會會員名單如附件一，教師會經費

表如下: 

 項目 支出 收入 收入支出
平衡 備註 

105.7.31 存摺餘額     71,811  

     
105/11/7 理監事會議
便當 

1,280      80 元/個 x16 人 

105/12/1 退休教師及
餐會協助人員獎狀 

1,980      
5 位退休老師.及餐會協助人員. 共 9 張獎狀
以及裝框費用 

105/12/1 退休教師紀
念品 

6,780      
5 位退休老師.每組咖啡杯 1260 元+包裝 96
元 

105/12/1 教師會餐費 40,000        

105/8/1-105/12/20 會
費繳納 

  103,700   
新進教師 7 人.每人會費 600 元一般教師 199
人.每人會費 500 元.合計會員 206 人.會費
103,700 元 

105/12/21-106/2/20
會費繳納 

  3,500   
會員 no.207-213(7 人).繳交會費每人 500 元.
合計 3500 元 

105/12/21 利息  73   
106/2/21-106/6/18 會
費繳納 

  2,000   
會員 no.214-217(4 人).繳交會費每人 500 元.
合計 2000 元 

106/4/17 理監事會議
便當 

1,600      80 元/個 x20 人 

106/6/19 教師會餐費 36,000        
106/6/19 退休教師紀
念品 

2,580      2 位退休老師.每組咖啡杯 1290 元 

106/6/19 退休教師感
謝狀 

400    

106/6/19-106/6/21 會
費繳納 

 1000  
會員 no.218-219 (2 人).繳交會費每人 500
元. .合計 1000 元 

     

105 學年度收入支出
平衡 

    19,653  

目前教師會經費餘額     9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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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懇請尚未繳交教師會會費的理監事同仁，於本學期結束前

完成繳費。 

3. 胡惠文老師因借調，請辭教師會理事，由陳淑恩老師擔任

常務理事。 

4. 本學期新進教師成員如下: 

 

 

 

 

 

 

 

 

 

 

 

 

 

5. 本學期退休教師: 獸醫系陳瑞雄老師以及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鄭明長老師。 

6. 於 6 月 12 日校務會議已補修正本校特聘教授審查聘任辦

法，因此未以教師會名義去函研發處對於特聘教授程序釋

疑。 

學院 
系、所 

（課程） 
職稱 姓名 mail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助理教授級

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陳騰輝
lorderchen@hotm

ail.com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講師級 

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林文琦
wenchilin3@gmai

l.com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 

(日文) 

語言中心 

講師級 

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加納巧
kanaphau@gmail.

com 

語言中心 

(英文) 

講師級 

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陳昱螢
iris_chen0420@h

otmail.com 

助理教授級

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

林經桓
chinghuan.lin@g

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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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教師會 106 學年度各會議代表人選事宜，請  討論。 

說明： 

1. 105 學年度各會議代表人選如下表:  
會議 

承辦單位 
代表委

員姓名
系所 

備註 

校教評會 人事室 吳美莉 食品系 105.8.1-107.7.31 

校務會議 人事室 莊秀琪 獸醫學系 105.8.1-106.7.31 

校教師申訴委員會 人事室 陳瑞雄 獸醫學系 105.8.1-106.7.31 

校教學優良審查會

議 
教資中心 莊秀琪 獸醫學系 

105.8.1-106.7.31 

校法規小組 人事室 莊秀琪 獸醫學系 105.8.1-106.7.31 

科技部補助獎勵特

殊優秀人才 
研發處 

莊秀琪 獸醫學系 105.8.1-106.7.31 

吳美莉 食品系 

校務發展委員會 秘書室 理事長  105.8.1-106.7.31 

2. 106 學年度各會議代表人選請討論。 
會議 

承辦單位 
代表委

員姓名
系所 

備註 

校教評會 人事室 吳美莉 食品系 105.8.1-107.7.31 

校務會議 人事室 莊秀琪 獸醫學系 105.8.1-107.7.31 

校教師申訴委員會 
人事室 鍾鳳嬌

技術暨職業

教育研究所 

106.8.1-107.7.31 

校教學優良審查會

議 
教資中心 陳瑞仁

環境工程與

科學系 

106.8.1-107.7.31 

校法規小組 
人事室 陳淑恩

農企業管理

系 

106.8.1-107.7.31 

科技部補助獎勵特

殊優秀人才 
研發處 

吳明昌 食品系 106.8.1-107.7.31 

吳美莉 食品系 

校務發展委員會 秘書室 理事長  105.8.1-107.7.31 

 

柒、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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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 年學年度教師會已繳交會費之會員名單 

NO 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備註 
1 生物機電工程系 陳韋誠 新進 
2 車輛工程系 林章生 新進 
3 農企業管理系 林俊男 新進 
4 農園生產系 林資哲 新進 
5 機械工程系 陳金山 新進 
6 餐旅管理系 汪仲仁 新進 
7 體育室 陳家祥 新進 
8 土木工程系 徐文信   
9 土木工程系 蔡孟豪   

10 土木工程系 丁澈士   
11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江吉龍   
12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林芳銘   
13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王耀俊   
14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林錦盛   
15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黃俊傑   
16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藍浩繁   
17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龍暐   
18 水土保持系 許中立   
19 水土保持系 簡士濠   
20 水土保持系 李錦育   
21 水土保持系 李明熹   
22 水產養殖系 李孟洲   
23 水產養殖系 邱謝聰   
24 水產養殖系 翁韶蓮   
25 水產養殖系 葉信平   
26 水產養殖系 吳宗孟   
27 水產養殖系 張欽泉   
28 水產養殖系 劉俊宏   
29 水產養殖系 陳英男   
30 水產養殖系 鄭文騰   
31 水產養殖系 曾美珍   
32 水產養殖系 林鈺鴻   
33 幼兒保育系 曾榮祥   
34 生物科技系 張格東   
35 生物科技系 蔡添順   
36 生物科技系 胡紹揚   
37 生物科技系 施玟玲   
38 生物科技系 陳又嘉   
39 生物科技系 徐睿良   
40 生物科技系 張誌益   
41 生物科技系 鄭雪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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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物機電工程系 張仲良   
43 生物機電工程系 苗志銘   
44 生物機電工程系 李文宗   
45 生物機電工程系 謝清祿   
46 企業管理系 趙雨潔   
47 企業管理系 張宮熊   
48 企業管理系 廖世義   
49 企業管理系 陳佳誼   
50 企業管理系 賴鳳儀   
51 企業管理系 沈慶龍   
52 企業管理系 謝惠元   
53 企業管理系 葉憲弘   
54 企業管理系 許文西   
55 企業管理系 陳啟政   
56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廖珮如   
57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羅希哲   
58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張碧如   
59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廖婉鈞   
60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鍾鳳嬌   
61 材料工程研究所 洪廷甫   
62 材料工程研究所 楊茹媛   
63 材料工程研究所 曹龍泉   
64 材料工程研究所 林鉉凱   
65 材料工程研究所 盧威華   
66 材料工程研究所 李英杰   
67 車輛工程系 胡惠文   
68 車輛工程系 李佳言   
69 社會工作系 李聲吼   
70 社會工作系 何華欽   
71 社會工作系 林宏陽   
72 社會工作系 張麗玉   
73 社會工作系 張麗珠   
74 社會工作系 王仕圖   
75 社會工作系 趙善如   
76 社會工作系 曾儀芬   
77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姜宜君   
78 食品科學系 郭嘉信   
79 食品科學系 廖遠東   
80 食品科學系 許祥純   
81 食品科學系 林貞信   
82 食品科學系 蔡錦燕   
83 食品科學系 蔡碧仁   
84 食品科學系 吳美莉   
85 食品科學系 邱文貴   
86 食品科學系 楊季清   



	 6

87 食品科學系 林頎生   
88 食品科學系 劉展冏   
89 食品科學系 謝寶全   
90 食品科學系 陳與國   
91 食品科學系 黃至君   
92 食品科學系 余旭勝   
93 食品科學系 古源光   
94 食品科學系 吳明昌   
95 食品科學系 邱秋霞   
96 師資培育中心 吳雅玲   
97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陳唯珍   
98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王韻   
99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賴顯松   

100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黃淑芳   
101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謝清秀   
102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徐秀如   
103 財務金融研究所 呂素蓮   
104 財務金融研究所 洪仁杰   
105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劉世華   
106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張秀鑾   
107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余祺   
108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謝豪晃   
109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翁瑞奇   
110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沈朋志   
111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彭劭于   
112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陳志銘   
113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吳錫勳   
114 教學資源中心 林志忠   
115 教學資源中心 王英義   
116 通識(教育)中心 羅慎平   
117 通識(教育)中心 謝政道   
118 通識(教育)中心 劉原池   
119 通識(教育)中心 王國安   
120 植物醫學系 楊永裕   
121 植物醫學系 陳文華   
122 植物醫學系 鄭光哲   
123 植物醫學系 林盈宏   
124 植物醫學系 陳麗鈴   
125 植物醫學系 張萃?   
126 植物醫學系 鄭秋雄   
127 植物醫學系 曾珍   
128 植物醫學系 華真   
129 植物醫學系 林宜賢   
130 華語文中心 傅含章   
131 資訊管理系 樊台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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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農企業管理系 張文宜   
133 農企業管理系 鄭秋桂   
134 農企業管理系 陳淑恩   
135 農企業管理系 黃文琪   
136 農企業管理系 彭克仲   
137 農企業管理系 段兆麟   
138 農企業管理系 林永順   
139 農企業管理系 蔡青園   
140 農園生產系 顏昌瑞   
141 農園生產系 謝清祥   
142 農園生產系 何韻詩   
143 農園生產系 金石文   
144 農園生產系 王鐘和   
145 農園生產系 陳福旗   
146 農園生產系 林汶鑫   
147 農園生產系 陳幼光   
148 農園生產系 李鎮宇   
149 農園生產系 趙雲洋   
150 農園生產系 賴宏亮   
151 農園生產系 黃倉海   
152 農園生產系 林素汝   
153 農園生產系 梁佑慎   
154 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 李鴻麟   
155 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 蔡文田   
156 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 賴宜鈴   
157 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 洪國翔   
158 語言中心 陳智鴻   
159 語言中心 鄭英雪   
160 語言中心 楊慈品   
161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鄭達智   
162 機械工程系 楊政融   
163 機械工程系 陳念慈   
164 機械工程系 簡文通   
165 機械工程系 張莉毓   
166 餐旅管理系 張慧珍   
167 餐旅管理系 李一靜   
168 餐旅管理系 黃靖淑   
169 餐旅管理系 鍾辰英   
170 餐旅管理系 賴佩均   
171 應用外語系 邢天馨   
172 應用外語系 張美美   
173 應用外語系 林美貞   
174 應用外語系 陳錦慧   
175 應用外語系 王瀚陞   
176 應用外語系 藍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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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林耀堅   
178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庭堅   
179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薩支高   
180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謝連德   
18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趙浩然   
182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郭文健   
183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李嘉塗   
18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瑞仁   
185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黃益助   
186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黃國林   
18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邱瑞宇   
188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謝季吟   
189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林傑   
190 獸醫學系 林莉萱   
191 獸醫學系 連一洋   
192 獸醫學系 李旭薰   
193 獸醫學系 陳瑞雄   
194 獸醫學系 林昭男   
195 獸醫學系 蔡宜倫   
196 獸醫學系 蔡清恩   
197 獸醫學系 廖明輝   
198 獸醫學系 張清棟   
199 獸醫學系 鍾文彬   
200 獸醫學系 劉世賢   
201 獸醫學系 陳石柱   
202 獸醫學系 吳弘毅   
203 獸醫學系 鍾承澍   
204 獸醫學系 莊秀琪   
205 體育室 郭癸賓   
206 體育室 林秀卿   
207 水土保持系 吳嘉俊

208 獸醫學系 邱明堂

209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翁國精

210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蘇秀慧

211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陳添喜

212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孫元勳

213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陳貞志

214 景觀暨遊憩管理研究所 楊州斌

215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鄭春發

216 材料工程研究所 曾光宏

217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黃美秀

218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陳秀足

219 車輛工程系 蔡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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