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4-2-2  

校內專業服務統計表 
 
陳狄成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100 學年

度 
工教系精密製造技術學程 召集人 

100 學年度 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 委員 

100 學年度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 

100 學年度 院務會議代表 委員 

99 學年度 第十二屆提升技職學校經營品質研討會 總幹事 

98-100 學年

度 
智慧財產權審議暨管理委員會 委員 

99 學年度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 

99 學年度 院務會議代表 委員 

99 學年度 院課程委員會 委員 

99 學年度 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 

98-100 學年

度 
系課程委員會 委員 

98-100 學年

度 
擔任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導師 導師 

98-100 學年

度 
擔任本校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廖錦文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0 教學卓越計畫指導諮詢委員會 委員 
99 教學卓越計畫指導諮詢委員會 委員 
98 教學卓越計畫指導諮詢委員會 委員 
100 通識教育委員會 委員 
99 通識教育委員會 委員 
98 通識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0 校務會議 代表 
99 校務會議 代表 



98 校務會議 代表 
100 本校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 委員 

99 本校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 委員 

98 本校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 委員 

100 本校教材開發補助審查委員會 委員 

99 本校教材開發補助審查委員會 委員 

98 本校教材開發補助審查委員會 委員 

100 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主任 

99 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主任 

98 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主任 

 
陳宗明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9-100 圖書館委員 委員 

 
石文傑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校內行政 教 務 處 註 冊 組

組長  

99 校內行政 教 務 處 註 冊 組

組長  

100 校內行政 教 務 處 註 冊 組

組長  
99 校務會議 委員 

100 校務會議 委員 

99 院務會議 委員 

99 校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0 院課程委員會 委員 

99 系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0 系課程委員會 委員 

 
張紹勳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100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委員 

 



 
梁滄郎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系主任 系主任 

98 學年度 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委員 

98 學年度 系課程委員會代表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校園建設審議委員會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安全衛生諮詢委員會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運動大會指導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主辦彰化師範大學第十一屆提升技職學校經營

品質研討會 召集人 

98 學年度 主辦彰化師範大學第十五屆中小企業與學術界

合作研發研討會暨 99 級畢業成果展 召集人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博士班導師 導師 

98 學年度 院務會議代表 委員 

 
陳文中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第 1 學期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98 學年度 第 14 屆中小企業產學合作研討會暨 100 級畢業

成果展 
副總幹事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自治性學生社團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系學會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98 學年度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教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口

試 
口試委員 

99 學年度 擔任本校第 1 學期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99 學年度 系課程委員會代表 委員 

100 學年度 擔任本校第 1 學期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100 學年度 智慧化工具機學程委員 審查委員 

100 學年度 工教系導師工作委員會會議 委員 

100 學年度 
第 16 屆中小企業產學合作研討會暨 100 級畢業

成果展 
總幹事 

100 學年度 100年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自評委員 

 



 
黃川桂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9 學年度 擔任本校勞工安全衛生諮詢委員會委員 委員 

100 學年度 擔任本校勞工安全衛生諮詢委員會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本校教學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99 學年度 擔任本校教學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100 學年度 擔任本校教學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98 學年度 擔任工教系班導師 班導師 

99 學年度 擔任工教系班導師 班導師 

100 學年度 擔任工教系班導師 班導師 

100 學年度 院務會議代表 委員 

 
黃維澤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0 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委員 

 
姚凱超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9 校內各相關會議及委員 主任秘書 

98 校內與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及委員 學務長 

 
張菽萱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 
委員會委員 

9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院務會

議代表」 
會議代表 

9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系課程

委員會委員」 
委員會委員 

99 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委員 

99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九十九學年度各項代表或

委員選舉當 
教師代表 

99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九十九學年度各項代表或

委員選舉當 
委員會委員 



99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九十九學年度各項代表或

委員選舉當 
委員會委員 

99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第12屆提升技職學校經營

品質研討會論文 
審查委員 

9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務會議 會議代表 

10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 
委員會委員 

10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院務會

議代表」 
會議代表 

10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100學年

度本系「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委員會委員 

10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100學年

度本系「院務會議代表」          
會議代表 

100 第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 教師代表 

100 100 學年度校級委員會 教師代表 

100 研究發展委員會 委員會委員 

 
楊學成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99 研發處 建教合作組組長

 
陳清檳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9 學年 公有宿舍委員會第五次宿舍會議 參與人員 

99 學年 公有宿舍委員會第四次宿舍會議 參與人員 

99 學年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9 年度第 1次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教學碩士班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 命題委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98 年度第二公有宿舍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校務會議 會議代表 

98 學年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8 年度第 2次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三年級甲班導師 班級導師 

98 學年 98 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委員 

98 學年 召開「騰空單、多房間職務宿舍分配會議」事宜 參與人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98 學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第五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 

98 學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7 學年度申訴委員會 委員 

98 學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8 學年度申訴委員會 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