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各項會議代表名單 
製表日期：2022 年 8 月 22 日  

通識教育中心各組執行秘書 
依 111 年 7 月 1 日推選結果辦理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心 陳怡君 助理教授 國文教學組 
2 通識教育中心 黃韋強 助理教授 數理教學組 
3 通識教育中心 程諾蘭 副教授 博雅教學組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 111 年 7 月 1 日推選結果辦理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教授 當然委員 
2 通識教育中心 王文仁 教授  
3 應用外語系 王清煌 教授  
4 通識教育中心 李玉璽 教授  
5 通識教育中心 沈翠蓮 教授  
6 通識教育中心 程諾蘭 副教授  
7 通識教育中心 黃士哲 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簽呈文號：1113100042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教授 當然委員 

2 通識教育中心 王文仁 教授 

專任教師代表 

3 通識教育中心 程諾蘭 副教授 

4 通識教育中心 張逸品 助理教授 

5 通識教育中心 陳怡君 助理教授 

6 通識教育中心 黃韋強 助理教授 

7 通識教育中心 詹彩芸 助理教授 

8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吳恭儉 教授 

校外專家學者 

9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林敏雄 教授 

10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黃錦珠 教授 

1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洪國智 副教授 

12 四材料三甲 李佳軒 同學 
學生代表 

13 二電子二甲 鄭皓元 同學 



 

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簽呈文號：1113100042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教務處 林盛勇 教授 
教務長 

（召集人） 
2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3 進修推廣部 李炳寅 教授 進修推廣部主任 
4 電機資訊學院 許永和 教授 電資學院院長 
5 工程學院 何智廷 教授 工程學院院長 
6 管理學院 吳純慧 教授 管理學院院長 
7 文理學院 羅朝村 教授 文理學院院長 
8 電機工程系 鄭佳炘 教授 電資學院系主任代表 
9 機械設計系 黃自貴 教授 工程學院系主任代表 

10 資訊管理系 藍友烽 副教授 管理學院系主任代表 
11 農業科技系 戴守谷 教授 文理學院系主任代表 
12 通識教育中心 程諾蘭 副教授 博雅教學組執行秘書 

13 通識教育中心 陳怡君 助理教授 專任教師代表 

14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吳恭儉 教授 

校外專家學者 
15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林敏雄 教授 

16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黃錦珠 教授 

1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洪國智 副教授 

18 四材料三甲 李佳軒 同學 
學生代表 

19 二電子二甲 鄭皓元 同學 

 
 
  



通識教育委員會議 
簽呈文號：1113100042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校長室 張信良 教授 
校長 

（主任委員） 
2 副校長室 莊為群 教授 副校長 
3 教務處 林盛勇 教授 教務長 
4 學生事務處 蘇暉凱 副教授 學務長 
5 文理學院 羅朝村 教授 文理學院院長 
6 工程學院 何智廷 教授 工程學院院長 
7 管理學院 吳純慧 教授 管理學院院長 
8 電機資訊學院 許永和 教授 電資學院院長 
9 語言教學中心 鐘證達 教授 語言中心主任 

10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共同科教師評鑑小組會議 
簽呈文號：1113100043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副校長室 莊為群 教授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2 教務處 林盛勇 教授 教務長 
3 文理學院 羅朝村 教授 文理學院院長 
4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5 語言教學中心 鐘證達 教授 語言教學中心主任 
6 體育室 簡瑞宇 教授 體育室主任 

7 教師代表 王文仁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推薦 

(依 110年 7月 1日推選結

果辦理) 

8 教師代表 李瑞麟 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推薦 

(依 110年 7月 1日推選結

果辦理) 
9 教師代表 楊士賢 教授 語言教學中心推薦 
10 教師代表 洪櫻花 教授 體育室推薦 

  



文理學院務會議 
簽呈文號：1113100026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教授 當然代表 
2 通識教育中心 王文仁 教授  
3 通識教育中心 李瑞麟 副教授  

 
 

文理學院教評會議 
簽呈文號：1113100026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心 王文仁 教授  
2 通識教育中心 沈翠蓮 教授  

 
文理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議 

簽呈文號：1113100026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