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09.01 訂定

年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出席人員 地點 附記

9月5日 校務會議
一級主管

教職員工生代表
圖書館8樓會議室

9月12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9月19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9月26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0月3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10月10日

10月17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0月24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10月31日 擴大行政會議 組級以上主管 復華樓12樓國際會議廳

11月7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11月14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1月21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11月28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2月5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2月12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12月19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2月26日 校務會議
一級主管

教職員工生代表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月2日

1月9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1月16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1月23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9月29日

10月27日

11月24日

106 1月12日
上午

11時

自強月會暨慶生會 全體教職員工 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

壹、請準時出席不另通知

貳、報告事項請事前妥為準備

參、日間部導師會議:

 第1次  9月6日下午1時20分

 第2次 10月31日下午3時20分

 第3次 12月26日下午3時20分

肆、進修部、附設進修學院暨

專科進修學校導師會議:

 第1次  9月6日下午2時

 第2次 11月10日下午3時20分

伍、全校教師進修日:

  1月12日上午9時

  

                                 105學年度第1學期各項會議日程表

105

105

下

午

4

時

國慶日(放假日)

開國紀念日遇例假日補假

106

上

午

9

時



105.09.01 訂定

年 日期
時

間
會議名稱 出席人員 地點 附記

2月6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2月13日 校務會議
一級主管

教職員工生代表
圖書館8樓會議室

2月20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2月27日

3月6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3月13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3月20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3月27日 擴大行政會議 組級以上主管 復華樓12樓國際會議廳

4月3日

4月10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4月17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4月24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5月1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5月8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5月15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5月22日

5月29日

6月5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6月12日 校務會議
一級主管

教職員工生代表
圖書館8樓會議室

6月19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6月26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7月3日 校務發展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7月10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7月17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7月24日 行政會議 一級主管 圖書館8樓會議室

7月31日 招生評鑑座談會議 座談會人員 榮華樓7樓會議室

3月30日

4月27日

5月25日

6月22日
上午

11時

                                     105學年度第2學期各項會議日程表

下

午

4

時
自強月會暨慶生會 全體教職員工 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

和平紀念日(放假日)

兒童節(放假日)

端午節調整放假

校慶補假

上

午

9

時

106

壹、請準時出席不另通知

貳、報告事項請事前妥為準備

參、日間部導師會議:

    第1次   2月14日下午1時20分

    第2次   4月10日下午3時20分

    第3次   6月5日下午3時20分

肆、進修部、附設進修學院暨

專科進修學校導師會議:

    第1次   2月14日下午2時

    第2次   4月20日下午3時20分

伍、全校教師進修日:

   6月22日上午9時



中華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座談會議出席人員 

序 單 位（職 稱） 姓 名 備 註 

1 代理校長 謝宏榮   

2 副校長 孫建平   

3 教務長 謝宏榮  

4 學生事務長 劉鎔毓  

5 總務長 黃乃明  

6 研發長 温東成  

7 進修推廣部主任 吳明雄  

8 雲林分部分部主任 郭鐘達  

9 工程學院院長 吳玉祥  

10 商管學院院長 傅敬群  

11 健康科技學院院長 鍾竺均  

12 航空學院院長 石大明  

13 主任秘書 謝宗煌  

14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李玉珍  

15 國際合作中心主任 孫建仁  

16 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 王啟昌  

17 人事室主任 林士堅  

18 會計主任 黃瑞榮  

19 圖書館館長 傅彥凱  

20 專門委員 彭淑鈞  

21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組長 翁彩瓊  

 



中華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招生評鑑座談會議出席人員 

序 單 位（職 稱） 姓 名 備 註 

1 代理校長 謝宏榮  

2 副校長 孫建平  

3 教務長 謝宏榮  

4 學務長 劉鎔毓  

5 總務長 黃乃明  

6 進修推廣部主任 吳明雄  

7 主任秘書 謝宗煌  

8 工程學院院長 吳玉祥  

9 商管學院院長 傅敬群  

10 健康科技學院院長 鍾竺均  

11 航空學院院長 石大明  

12 機械工程系主任 吳正鵬  

13 電機工程系主任 李昆益  

14 電子工程系主任 劉竹峯  

15 建築工程系主任 何中華  

16 土木工程系主任 曹文琥  

17 遊戲系統創新設計系主任 陳世豐  

18 企業管理系 張佳菁  

19 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邱華凱  

20 資訊管理系 洪志評  

21 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 陳清敏  

22 生物科技系 張晉峰  

23 食品科學系 劉滿海  



24 餐飲管理系 黃大維  

25 航空機械系 呂學育  

26 航空電子系 石大明  

27 航空服務管理系 李  彌  

28 觀光餐旅系 何學庸  

29 電算中心主任 王啟昌  

30 人事室主任 林士堅  

31 會計主任 黃瑞榮  

32 專門委員 彭淑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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