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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編

號 
行政職務 負責老師 

備  

註 

校
級
委
員 

 校務發展委員 (任期一年 99/10-100/09) 當然委員：呂輝宗 

 

投 
校務會議之「工程學院教師代表」 

(任期一年 99/08-100/7) 

當然委員：呂輝宗 

教師代表：陳宏明、羅榮村、

李樹鴻、馬立山、夏英峰 

指 教務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當然委員：呂輝宗 

教師代表：陳源彬 

投 

(院投 ) 

校敎評會推選及遴選委員 

(任期二年 99/08-101/07) 
無代表 

 校課程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進修學院(校)校務委員 

(任期一年 99/08-100/07) 

當然委員：呂輝宗 

教師代表：葉忠信 

 
進修學院(校)學務委員 

(任期一年 99/08-100/07) 

當然委員：呂輝宗 

教師代表：葉忠信 

投 
教師申訴評議會議委員 

(任期二年 99/09-101/08) 
李樹鴻 

指 
日間部學生事務委員（日間部導師） 

(任期一年 99/08-100/07) 

當然委員：呂輝宗 

教師代表：馬立山 

指 
進修部學生事務委員（進修部導師） 

(任期一年 99/08-100/07) 

當然委員：呂輝宗 

教師代表：王俊傑 

 
進修學院學生事務委員（進修學院部導師） 

(任期一年 99/08-100/07) 
呂輝宗、教師代表：林德 

指 
招生暨策略聯盟學校負責老師 

(任期一年 99/08-100/07) 
陳德超 

指 校刋編輯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陳智輝 

 推廣教育與訓練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創新育成指導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無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呂輝宗 

指 經費稽核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劉裕永 

 預算編製審查委員會 呂輝宗 

 進修部部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總務會議 呂輝宗 

 節能減碳委員會 呂輝宗 

 圖書館諮詢委員會(任期一年 99/08-100/07) 呂輝宗 

指 圖書館資源委員老師(任期一年 99/08-100/07) 許重傑 

投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 

(任期二年 98/08-100/07) 
呂輝宗、教師代表：李樹鴻 

  



區分 編

號 
行政職務 負責老師 

備  

註 

投 
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 

(任期二年 99/08-101/07) 
呂輝宗、白世南 

 車輛管理委員會工學院教師代表 鄭守漢 

 碩士班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碩士班甄試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日間部四技推薦甄選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日間部四技技優甄審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指 轉學生招生考試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郭坤煌 

指 身心障礙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委員 呂輝宗 

 附設進修學院校招生委員會委員 林德 

指 產學攜手計畫招生委員會委員 郭坤煌 

指 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會委員 郭坤煌 

 大學部及研究所推甄小組委員 

劉裕永、陳宏明、馬立山、許

重傑、郭坤煌、王俊傑、陳德

超、李樹鴻、白世南、詹中宇、

張寬裕、許玉芳；候補委員

為：趙介雷、夏英峰。 

院
級
委
員 

投 院教評委員(任期二年，99/04-101/04) 陳宏明 

投 院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 99/08-100/07) 陳源彬 

投 院學術與研究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張寬裕 

投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召集人 呂輝宗 

投 院課程與教學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白世南 

投 院經費與設備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馬立山 

投 院招生與學生事務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郭坤煌 

投 行政主管會議(任期一年 99/08-100/07) 陳智輝 

投 院務發展委員(任期一年 99/08-100/07) 陳宏明 

系
級
委
員 

投 
系教評委員(4 人~8 人) 

(任期二年 99/08-101/07) 

劉裕永、陳宏明、白世南、
郭坤煌、張寬裕、葉忠信、
馬立山、許重傑；候補委
員：陳德超、王俊傑 

 

系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任期一年 99/08-100/07) 
一、  系所課程規劃機制之運作。 
二、  課程開設能達成教育目標。 
三、  專兼任教師之質與量為滿足教學和學生學習需

求。 
四、  教師依照教學綱要授課。 
五、  系所重視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改進。 
六、  教師教學與個人學術發展符合。 

全系教師、學生代表（2 人） 

 經費與設備委員會(任期一年 99/08-100/07) 
劉裕永、詹中宇、陳宏明、葉忠信、
王俊傑、薛棟樑、許玉芳、劉漢烈、
林德、馬立山、張漢傑、陳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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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輝  13人 

 系務會議 全體專任教師 

系
務
分
組 

指 日間部系學會（社團）指導老師 鄭守漢 

指 進修部系學會（社團）指導老師 夏英峰 

 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校)專題負責老師 李樹鴻 

 系行政老師 陳智輝、陳源彬 

 課程規劃小組 

通訊課程： 
召集人：李樹鴻 
副召集人：許玉芳 
成員：郭坤煌、李樹鴻、許玉芳、

趙介雷、陳源彬、夏英峰、
馬立山、陳智輝  
0+1+3+4=8 人 

計算機課程 
召集人：陳宏明 
副召集人：陳德超 
成員：陳宏明、羅榮村、陳德超、

王俊傑、劉漢烈、薛棟樑、
林  德、鄭守漢、何明鏡、
張漢傑  0+3+3+4=10 人 

光電半導體課程 
召集人：劉裕永 
副召集人：許重傑 
成員：劉裕永、江國成、詹中宇、

白世南、張寬裕、呂輝宗、
葉忠信、許重傑、李顯億  
2+5+2+0=9 人 

 

空間經費(含圖儀－)規劃小組 

召集人：馬立山 

副召集人：陳智輝 

劉裕永、詹中宇、陳宏明、葉忠信、
王俊傑、薛棟樑、許玉芳、劉漢烈、
林德、馬立山、張漢傑、陳源彬、
陳智輝  13人 

 

產學合作小組 

召集人：葉忠信 

副召集人：薛棟樑 

詹中宇、陳宏明、羅榮村、張寬裕、
郭坤煌、白世南、葉忠信、王俊傑、
李顯億、薛棟樑、趙介雷、夏英峰、
張漢傑、林德、馬立山、陳智輝  16
人 

 

學術研討會小組 

正召集人：白世南 

副召集人：陳源彬 

劉裕永、郭坤煌、羅榮村、張寬裕、
白世南、葉忠信、許重傑、許玉芳、
趙介雷、劉漢烈、李顯億、馬立山、
夏英峰、陳源彬  14人 

 教學品保分組-生涯規劃 詹中宇  

 教學品保分組-理論與實習(驗)教學 江國成  

 教學品保分組-學生課業輔導 許玉芳  

 教學品保分組-證照輔導 呂輝宗  

 教學品保分組-比賽輔導 馬立山  

 教學品保分組-就業輔導 許重傑  

 教學品保分組-國際觀 白世南  

 教學品保分組-品牌形象及招生 劉漢烈  

 評鑑分工-系務發展 許重傑  

 評鑑分工-課程規劃 詹中宇  

  



區分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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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分工-師資結構與素養 葉忠信  

 評鑑分工-學生學習與輔導 許玉芳  

 評鑑分工-設備與圖書資源 白世南  

 評鑑分工-教學品保 馬立山  

 評鑑分工-學生成就與發展 李樹鴻  

 評鑑分工-產學合作與技術發展 陳智輝  

專 

案 

分 

工 

 
卓越計畫 2-1 
(任期一年半，  98/08/01-99/12/31) 

呂輝宗、詹中宇 
 

 
策略聯盟子計畫三-提升單晶片技術能力與
專題製作合作計畫(任期一年，98/8/1-99/7/31) 呂輝宗、陳德超 

 

 
98中區教學資源中心(嶺東)-師生證照輔導教學品質

提升計畫(任期半年，98/06/01-98/12/31) 
呂輝宗 

 

 
98 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虎科)強化光機電教學與創意

計畫(任期半年，98/06/01-98/12/31) 
呂輝宗 

 

  



 

光電半導體模組: 

劉裕永    江國成 

詹中宇    呂輝宗    白世南    張寬裕     葉忠信 

許重傑    李顯億                           2+5+2+0=9 

 

計算機系統模組: 

陳宏明    陳德超    羅榮村 

劉漢烈    薛棟樑    王俊傑                 0+3+3+4=10 

張漢傑    鄭守漢    何明鏡   林  德 

 

通訊系統模組: 

郭坤煌     

許玉芳    趙介雷    李樹鴻                 0+1+3+4=8 

夏英峰    陳源彬    馬立山       陳智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