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召集人名單   109.10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       陳志輝召集人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長 

校務考核委員會         王正偉召集人 

財務監督委員會         彭朱如召集人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   校長 
  

 

(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如次頁)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委員名單    

 姓  名 單  位 備註 

1 李玉珍 文學院 票選委員 

2 黃厚銘 社會科學院 票選委員 

3 陳志輝 法學院 票選委員 

4 鄭天澤 商學院 票選委員 

5 鄭家瑜 外語學院 票選委員 

6 劉昌德 傳播學院 票選委員 

7 林永芳 國際事務學院 票選委員 

8 郭昭佑 教育學院 票選委員 

9 陳法霖 學生 票選委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 

 姓名 所屬單位或職稱 備註 

1 郭明政 校長 當然委員 

2 王文杰 副校長 當然委員 

3 朱美麗 副校長 當然委員 

4 賴宗裕 教務長 當然委員 

5 郭秋雯 學務長 當然委員 

6 張其恆 總務長 當然委員 

7 倪鳴香 研發長 當然委員 

8 林美香 國合長 當然委員 

9 薛化元 文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9 陸行 理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0 江明修 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1 何賴傑 法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2 蔡維奇 商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3 阮若缺 外語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4 郭力昕 傳播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5 邱稔壤 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6 郭昭佑 教育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17 邱海鳴 學生 當然委員 

18 林遠澤 文學院 票選委員 

19 陳隆奇 理學院 票選委員 

20 魏玫娟 社會科學院 票選委員 

21 詹鎮榮 法學院 票選委員 

22 余清祥 商學院 票選委員 

23 林質心 外語學院 票選委員 



24 方念萱 傳播學院 票選委員 

25 連弘宜 國際事務學院 票選委員 

26 鄭同僚 教育學院 票選委員 

27 從缺 創新國際學院 票選委員 

28 蔡佳泓 研究人員 票選委員 

29 從缺 職員 票選委員 

30 郭昱萱 學生 票選委員 

 

「校務考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姓名 單位 備註 

1 藍適齊 文學院 票選委員 

2 陳佩甄 文學院 票選委員 

3 趙知章 理學院 票選委員 

4 劉梅君 社會科學院 票選委員 

5 蘇偉業 社會科學院 票選委員 

6 王正偉 商學院 票選委員 

7 陳慶智 外語學院 票選委員 

8 施琮仁 傳播學院 票選委員 

9 鄧中堅 國際事務學院 票選委員 

10 黃譯瑩 教育學院 票選委員 

11 莊馥維 經濟系 票選委員 

12 黃承瀚 學生 票選委員 

13 鍾承翰 學生 票選委員 

 

「財務監督委員會」委員名單 

 姓名 所屬單位 備註 

1 陳睿宏 文學院 票選委員 

2 左瑞麟 理學院 票選委員 

3 徐士勛 社會科學院 票選委員 

4 吳瑾瑜 法學院 票選委員 

5 彭朱如 商學院 票選委員 

6 張景安 外語學院 票選委員 

7 李珮玲 外語學院 票選委員 

8 曾國峰 傳播學院 票選委員 

9 王信賢 國際事務學院 票選委員 

10 張盈堃 教育學院 票選委員 

11 從缺 創新國際學院 票選委員 

12 石宗霖 學生 票選委員 



13 梁靖明 學生 票選委員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委員名單 

 姓名 所屬單位或職稱 備註 

1 郭明政 校長 當然委員 

2 王文杰 副校長 當然委員 

3 朱美麗 副校長 當然委員 

4 賴宗裕 教務長 當然委員 

5 郭秋雯 學務長 當然委員 

6 張其恆 總務長 當然委員 

7 倪鳴香 研發長 當然委員 

8 粘美惠 主計主任 當然委員 

9 邱炯友 文學院 票選委員 

10 林瑜琤 理學院 票選委員 

11 藍美華 社會科學院 票選委員 

12 孫振義 社會科學院 票選委員 

13 何賴傑 法學院 票選委員 

14 蔡維奇 商學院 票選委員 

15 阮若缺 外語學院 票選委員 

16 劉慧雯 傳播學院 票選委員 

17 邱稔壤 國際事務學院 票選委員 

18 湯志民 教育學院 票選委員 

19 從缺 創新國際學院 票選委員 

20 許人友 學生 票選委員 

21 徐東宏 學生 票選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