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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會 

106 學年度  第 1 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6 年 11 月 6 日(星期 ㄧ ) 中午 12:10 

貳、開會地點：農學院第一會議室 

參、主    席：莊秀琪理事長                  紀錄： 張萃媖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報告： 

1. 105 學年度教師會經費結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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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21 利息  124   

105 學年度收入支出
平衡 

    19,777  

目前教師會經費餘額     9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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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惠文老師借調請辭教師會理事，由陳淑恩老師擔任常務理事。 

3. 獸醫系陳瑞雄老師退休，由黃靖淑老師遞補 106 學年度教師會理

事。 

4.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106.02.01)新進教師成員 5 位如下:  

學院 系、所（課程） 職稱 姓名 mail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助理教授 陳騰輝 lorderchen@hotmail.com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講師 林文琦 wenchilin3@gmail.com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日文) 講師 加納巧 kanaphau@gmail.com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英文) 講師 陳昱螢 iris_chen0420@hotmail.com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英文) 助理教授 林經桓 chinghuan.lin@gmail.com 

5.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106.08.01)新進教師成員 17 位如下:  

系、所（課程） 職稱 姓名 

土木工程系 助理教授 葉文正 

水產養殖系 助理教授 吳育昇 

社會工作系 助理教授 陳柯玫 

食品安全管理研究所 助理教授 林儒緯 

食品安全管理研究所 助理教授 林鼎彥 

食品安全管理研究所 助理教授 吳敏華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助理教授 王祥宇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周啟陽 

景觀暨遊憩管理研究所 助理教授 周宛俞 

植物醫學系 助理教授 吳立心 

植物醫學系 副教授 江主惠 

語言中心 助理教授 鍾宇翡 

機械工程系 助理教授 陳永祥 

獸醫學系 副教授 鄭眀珠 

獸醫學系 講師 李伊嘉 

體育室 助理教授 陳科嘉 

體育室 講師 楊嘉恩 

 

6. 106 學年度各會議之教師會代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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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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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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教師會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會員暨餐會費用事宜，請  討論。 

說明： 

1. 106-1 學期期末考週為 107 年 1 月 8-12 日，原擬定於 107 年 1 月

8 日中午於圖書館地下一樓悅讀園辦理餐會，由於 1 月 8 日農

學院召開擴大院務會議，是否改為 1 月 10 日(星期三)舉辦，

請討論。 

2. 預計以 120 人份估算，經費預算為 36,000-40,000 元，目前浮力森

林精緻外燴報價優惠價格 35,500，請討論。 

決議：定為 107 年 1 月 10 日(星期三)11:30 舉辦第二次理監事會議，

於 12:10 舉辦會員大會暨餐會，經費預算為 36,000。 

 

 

提案二：                                                      

案由：106-1 學期退休教師之獎盃經費，請  討論。 

說明： 

1.106-1 學期 3 位退休教師名單如下: 
主聘系所 職稱 姓名 

餐旅管理系 講師 鍾辰英 

企業管理系 講師 何慧清 

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蔡惠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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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學年退休教師之紀念品約 1200 元。 

決議：維持紀念品約 1200 元，請張萃媖老師協助。 

 

柒、臨時動議： 

1. 於校務會議提請研議一學年改為兩次升等作業，請  討論。 

決議：考量大多數學校為一學年為一次升等作業，以及行政流程作業

繁複，暫不提送本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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