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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教師會

101年度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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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七屆理監事及幹事名冊

姓名 職務 連絡電話及網址

蔡清讚 理事長 （6106）drcttsai@gmail.com

陳必誠 常務理事 （3203）cbc@mail.cmu.edu.tw

謝文聰 常務理事 （2221）wthsieh@mail.cmu.edu.tw

吳芳鴦 常務理事 (6110)fywu@mail.cmu.edu.tw

林文川 常務理事 （2229）wclin@mail.cmu.edu.tw

謝文聰 理事 （2221）wthsieh@mail.cmu.edu.tw

余建宏 理事 （2315）kenkoyu@mail.cmu.edu.tw

彭文煌 理事 （5505）whpeng@mail.cmu.edu.tw

鄭宇容 理事 (7308)chengyu@mail.cmu.edu.tw

楊文惠 理事 (6316)whyang@mail.cmu.edu.tw

李國箴 理事 （7102）rubylee@mail.cmu.edu.tw

張淑貞 理事 （5102）sjchang@mail.cmu.edu.tw

林孟亮 理事 （7211）mllin@mail.cmu.edu.tw

林殿傑 理事 （7706）djlin@mail.cmu.edu.tw

黃彬芳 監事 (6208)bfhwang@mail.cmu.edu.tw

李菁華 理事 （1302）ching@mail.cmu.edu.tw

張益銍 監事 （7209）yichih@mail.cmu.edu.tw

宋玲娜 監事 （6108）lnsong@mail.cmu.edu.tw

黃立琪 常務監事 (7120)lichi@mail.cmu.edu.tw

張大元 總幹事 （6203）tychang@mail.cmu.edu.tw

候補理事：詹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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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員大會程序表

一、大會開始：宣佈参加人數

二、主席致詞

三、貴賓致詞(邀請台中市教師工會張旭政理事長)

四、頒發紀念品(禮卷會後由各系所發放)

五、資深老師經驗傳承演講(邀請邱泰惠前理事長)

六、工作報告

（一）一百零一年度工作報告

（二）一百零二年度工作計畫

七、提案討論事項

（一）審查一百零一年度決算表

（二）審查一百零二年度預算表

（三）基金管理辦法名稱修改案

(四)為鼓勵新進會員加入，今年新加入本校教師會

者，免繳貳百元之入會費。

八、臨時動議

教師會教師聯誼:1月 18日大坑爬山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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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之六、工作報告(詳見簡報附件)

（一）一百零一年度工作報告及理監事會議(簡稱 理)

01/20 今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理1)擬對退休老師發放榮退感謝金

02/10 拜訪校長 (理 2)

03/02 教師會揭牌

03/09 安排校長演講事宜(理3)

03/11 邀請私校退撫賴俊男執行秘書演講

04/06 對同仁所關切議題發放問卷(理4)

04/17 校長對全校老師演講

04/18 賴執行秘書及中國信託陳詩薇襄理演講

05/04 校務會議之因應(理 5)

05/23 校務會議提案

06/08 第六次理監事會議(理6)， 對推修師發放榮退感謝金

09/07 討論拜會校長議題(理7)，

09/18 第二次拜會校長， 擬對北港校車議題發放問卷

10/02 發放教師分流問卷(理8)

10/15 討論所彙整之各校教師升等評分、本校同仁對教師分流之意見並將意見

彙整給校方(理9 臨時會)

11/02 邀請全教總私校委員會吳忠泰 主任委員及教育部 退撫基金賴俊男執

行秘書蒞校演講(理 10)

11/10 參加新台中教育論壇

12/07 預備會員大會(理 11)

（二）一百零一年度工作計畫

一、定期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定期舉行會員大會

三、舉辨教師聯誼活動

四、利用網路提供會員各項最新資訊

五、依法協議選派代表参與校務會議、校教評會及與教師權益有關之會議

六、依法協議選派代表参與臺中市與全國教師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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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之七、提案討論事項與決議 記錄:宋玲娜

（一）審查一百零一年度決算表（參考附件一）

 決議:通過

（二）審查一百零二年度預算表（參考附件二）

 決議:通過

（三）討論基金管理辦法名稱修改（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通過，原名稱:『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基金管理委員會草

案』，更改為『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 關懷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管

理辦法』，全文置於如肆之三，關懷項目增加生育項目。(以紅

字標出)

(四)為鼓勵新會員加入，102年度新加入本校教師會者，免繳貳

百元之入會費。(提案人:謝文聰)

說明：100年已修正本會章程笫卅四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貳佰元整。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欲另外參加台中市教師會、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台中

市教師工會、中華民國全國教師工會者，應另繳上述教

師會所需相關費用(台中市教師工會之新進會員需另繳入

會費 100元)。

 決議:通過

貳之八、臨時動議

（一）教師會教師聯誼:1月18日大坑爬山(提案人：謝文聰)

 決議:1.通過，但日期改為 1月1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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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請理監事規畫路線並可動支 6000-10000元經費。

(二)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只收兩百元(其餘五百元為代收款)，有那麼

多業務(如演講費就發了 12000)，建議將發給會員禮金 100元轉作聯

誼活動費用。(關超然)

 決議:今年仍照往例發給，明年如經費不足時，擬將此經費轉

為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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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

一百零一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0日

本會經費收入決算

款項 名 稱 收入決算 備 註

1 前年度餘額 67,353 100年度

2 會員會費 29,200 至 101.12.17止

3 台中市教師會團體會費代收 73,000 至 101.12.17止(含入會費)

合計 169,553

本會經費支出決算

款項 名 稱 支出決算 備 註

1 理監事會餐費 3,430

2 影印費 2,555

3 演講費 12,000 101.4.18及101.12.21

教師會演講活動

4 揭牌儀式費用 7,014

5 101年會員大會禮品 20,000 禮卷$100＊200人

6 101年會員大會餐費 6,400

7 台中市教師會團體會費 73,000

合計 124,399

101年度歲入：169,553-

101年度歲出：124,399-101

年度結餘：45,154-

製 表 人：楊文惠

常務監事：黃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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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

基金

一百零一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0日

本會經費收入決算

款項 名 稱 收入決算 備 註

1 前年度餘額 121,354 （100年度）

合計 121,354

本會經費支出決算

款項 名 稱 支出決算 備 註

1 住院慰問金 1,000 101.4.12林ΟΟ教師

2 退休感謝金 1,500 101.6.13邱ΟΟ教師

合計 2,500

101年度歲入：121,354-

101年度歲出：2,500-

101年度基金結餘：118,854-

製 表 人：楊文惠

常務監事：黃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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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

一百零二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0日

本會經費收入預算

款項 名 稱 收入預算 備 註

1 會員會費 40,000 200人*200元

2 前年度餘額 45,154 101年度

3 台中市教師會團體會費代收 100,000 200人*500元

合計 185,154

註：本會基金：118,854元另計。

本會經費支出預算

款項 名 稱 支出預算 備 註

1 台中市教師會團體會費 100,000 200人*500元

2 理監事會便當 8,000

3 文具、雜支 3,000

4 聯誼活動 40,000

5 會員大會手冊製作 500

6 會員大會便當 6,400

7 會員大會紀念品 20,000 禮卷$100＊200人

合計 177,900

製表人:楊文惠

常務監事：黃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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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章程

20091217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會名稱為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英文名稱為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本會為依據人民團體法及教師法設立之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第 三 條：本會以增進教師之聯誼，實現教育專業、改善教育本質及保障教師

權益為宗旨。

第 四 條：本會以學校為組織區域。

第 五 條：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

第 六 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維護本會教師專業自主與尊嚴，保障會員合法權益。

二、舉辦教師聯誼活動。

三、爭取會員福利與進修活動。

四、與學校協議教師聘約內容。

五、派出代表參加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

六、擬定本會與會員自律公約。

七、研究現行教育政策及法規，並提出建議。

八、促進與友會或其他團體之交流。

九、其他有關本會教師權益之事項。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本會會員之資格為擔任本校專任教師且參加私立學校保險及私立學

校教職員工退休撫恤基金管理委員會退撫資格者，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審查合格，並繳納入會費後為正式會員。

不具上述資格之本校專任老師及退休老師得申請加入本會為榮譽會

員，行政同仁得申請加入為本會贊助會員。

榮譽會員或未繳納會費者除本章程第十二條之規定外，其權利與義

務與本會其他會員相同。

第 八 條：會員有違反國家法令、本會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

予以除名。

第 九 條：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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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請退會。

第十一條：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二條：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為一權。

第十三條：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四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監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員

大會休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與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第十六條：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三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理事及監事名額中應有各系（系所合一）及通識教育中心

至少一名，其人選由各系、通識教育中心推選之。若各系所推選之

代表尚有缺額，應由會員大會從會員中選出補足。選舉前項理事、

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

缺時，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但代表各系之理

監事出缺時，應由各系自行推選補足。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

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理事會依本會之需要，經理事會通過得成立各種委員會。

第十七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

三、選舉與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與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本會參加相關組織之代表。

第十八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

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

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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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

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九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

事會主席。

第廿一條：理事、監事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一次為限。

第廿二條：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廿三條：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廿四條：本會置總幹事一人，其他工作同仁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通

過後聘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解聘時亦同。

第廿五條：本會理事、監事不得兼任會務工作人員。

第廿六條：本會得設辦事處、各種委員會、小組，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廿七條：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數人、顧問數人（

均為無給職）。

第四章 會議

第廿八條：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應於

開會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會員。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

員五分之一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廿九條：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但委

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一，每一會員以

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或較多之同

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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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卅一條：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第卅二條：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

二次無故缺席，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卅三條：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議七日前

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備查。

會議記錄應於開會後三十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卅四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貳佰元整。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三、會員捐款。

四、其他收入。

第卅五條：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卅六條：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二個月內，

經理事會審查，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及時召開時，

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

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大會。

第卅七條：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卅八條：本會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九條：本會辦事規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四十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向主管機關報備後施行，變更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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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之一、會員入會申請書

中國醫藥大學 教師會 會員入會申請書

姓 名 職 稱

生 日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現 職 系所：

電 話 分機： 自宅：（ ）

手 機

電 子 郵 件

申 請 類 別 □正式會員 □榮譽會員 □贊助會員

申請人： 簽章 西元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會員證號碼

說明：本申請表請詳細填寫，需經理監事會審查通過，並繳交會費後始成

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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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肆之一、歷屆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理事長與理監事名錄

第一屆：

理事長：賴義雄。

常務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第二屆：

理事長：。

代理理事長：李世滄。

常務理事：。

理事：郭美英。

常務監事：。

監事：張賢哲、張曼玲。

第三屆：

理事長：李世滄。

常務理事：。

理事：陳勝智、游春淑、鐘先揚、林妍如、陳必誠、邱泰惠、

郭憲文、張玲瑛、蔡詩偉、曾政鴻、謝文聰、施欣欣。

常務監事：。

監事：吳宏達、鄭如茜。

第四屆：

理事長：李世滄。

代理理事長：邱泰惠。

常務理事：。

理事：陳勝智、吳宏達、游春淑、鐘先揚、林妍如、陳必誠、

郭憲文、張玲瑛、鄭如茜、蔡詩偉、曾政鴻、謝文聰、施欣欣。

常務監事：。

監事：朱育秀、陳三餘、廖本民。

第五屆：



16

理事長：陳三餘。

常務理事：謝文聰、鐘景光、張益銍。

理事：林文川、陳必誠、林景彬、鄭信宏、林宗平、黃光華、辛幸珍、

朱育秀、游春淑、張大元。

常務監事：邱泰惠。

監事：林孟亮、陳中庸。

第六屆：

理事長：邱泰惠

常務理事：陳必誠、郭錦堂、張大元、詹一民

理事：謝文聰、余建宏、彭文煌、宋玲娜、王中儀、黃立琪、張益銍、

羅震宇、林殿傑、李菁華。

常務監事：林文川

監事：張淑貞、林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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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之二、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會員出差報支旅費要點

經 99.04.09理事會會議通過

一、本會會員因公出差報支旅費，依本要點辦理。

二、凡本會會員奉派出差，應於差畢後十五日內填報出差旅費報告單，連同有

關書據一併報支。

三、本要點所稱旅費包括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等三項。

四、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汽車、火車、捷運、輪船、駕駛自用汽（機

）車等，皆以自強號現行票價報支。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

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又，駕駛自用汽（機）車者，不得另行報支油料

、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

五、凡出差在二日以上有住宿者，須以收據報支住宿費，其報支標準：

每日 1500元報支。

六、膳雜費報支標準：每日 500元報支。

短程出差 30公里以內者，每日膳雜費 100元報支。短程出差範圍如附件

一。

七、搭乘飛機、高鐵者，須另檢附登機證存根、高鐵票根或購票證明。

八、會員因公出差，若校外單位已補助旅費者，不再報支。

九、本要點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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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出差旅費報告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出差

事由

起迄

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共計 天。 附單據 張

月 日
地 點 工作

紀要

交 通 費

住
宿
費

膳
雜
費

註
冊
費

總
計

起 迄 火車 汽車/捷運 飛機/高鐵

合

計

收據欄
上項應領出差旅費共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已如數領訖無訛此據

出差人員 （簽章）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支出證明單

日期： 年 月 日

受 領 人

姓 名

支出事由
來回

地點

單 價
往 元

返 元

實付

金額
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

不能取得單據原因

膳雜費

一
式
一
聯



19

肆之三、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 關懷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管理辦法

100年 12月 16日訂定

101年 12月 21日修定

第 一 條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關懷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增進會

員福利，提高服務精神為宗旨。

第 二 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與運用。

二、會員福利事項之規劃與執行。

第 三 條 本會設委員一十五人，主任委員由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理事長兼任

，全體理事為委員，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 四 條 主任委員權責如下：

一、日常會務之處理。

二、會員及委員會議決議案之執行。

三、其他。

第 五 條 委員會之權責如下：

一、本會組織規章之審議。

二、會員福利工作計劃之審議。

三、基金運用之籌劃及經費預算決算之審議。

四、其他。

第 六 條 本會委員及主任委員之任期與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理事任期同。

第 七 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六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

任委員召集之。

第 八 條 本會委員會開會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委員中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 九 條 本會設財務稽核小組，由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全體監事擔任，以常

務監事為財務稽核小組召集人，負責經費收支之審核。

第 十 條 本會互助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基金之孳息。

二、社會熱心人士之自由捐獻及機關團體之捐贈。

三、其他。

第十一條 本會經費不敷開支時，得停辦本會業務。

第十二條 本會業務如下：

一、會員生育、住院、災害等慰問金之核發。

二、會員喪亡慰問金之核發。

三、資深會員退休慰問金之核發。

四、其他有關增進會員之互助福利事項。

第十三條 本簡則施行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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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簡則經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基金管理委員會支出證明單

日期： 年 月 日

受 領 人

姓 名

支出事由

□生育、住院、災害等慰問金

□退休慰問金

□喪亡慰問金

實付金額 新台幣 仟 佰元整

不能取得單據原因

註：一、生育、住院、災害等慰問金發放標準：1000元。

二、喪亡慰問金發放標準：1000元。

三、退休慰問金發放標準：

在會年數 金額 在會年數 金額

未滿 5年 500元 滿 25〜29年 3,500元

滿 5〜 9年 1,000元 滿 30〜34年 5,000元

滿 10〜14年 1,500元 滿 35〜39年 7,000元

滿 15〜19年 2,000元 滿 40年以上 9,000元

滿 20〜24年 2,500元

四、由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於100年 12月 16日撥入 124,854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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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之四、第七屆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會組織架構

理監事及幹事名冊

理事長：蔡清讚

常務理事：陳必誠、林文川、謝文聰、吳芳鴦

理事：余建宏、彭文煌、張淑貞、林孟亮、楊文惠、林殿傑、李菁華、黃彬芳、

鄭宇容、李國箴

常務監事： 黃立琪

監事：宋玲娜、張益銍

總幹事：張大元

*************************************************************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私校委員會 常務理事 謝文聰

台中市教師會代表 蔡清讚 謝文聰、陳必誠

台中市教師會理監事 理事 謝文聰

監事 張益銍

台中市教師工會代表 、

台中市教師工會理監事 理事 謝文聰

監事 張益銍

本校 教師審議委員會 委員 蔡清讚

本校 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林文川

*************************************************************

行政組（會員資格審查小組、移交組）:張淑貞。

資訊組：林殿傑 、彭文煌、余建宏

財務組：楊文惠。李國箴

活動組：張大元、林孟亮、鄭宇容。

退休同仁聯誼組（退休或年齡已屆滿 60歲教師的關心）：林文川

公關組：謝文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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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教師會各系所代表名單

學院 系所 聯絡人 分機 E-MAIL

醫學院(31人) 藥理學科(5 人) 謝文聰

林文川

2221

2229

wthsieh@mail.cmu.edu.tw

wclin@mail.cmu.edu.tw

解剖學科(5 人) 蔡孟宏 2118 mhtsai@mail.cmu.edu.tw

微生物學科(3 人) 李珍珍 7706 leechenchen@mail.cmu.edu.tw

社會醫學科(3 人) 許儷娟 2132 lchsu@mail.cmu.edu.tw

生化學科(4 人) 林錦芬 2158 cflin@mail.cmu.edu.tw

生理學科(5 人) 黃怡萍 2195 yphuang@mail.cmu.edu.tw

寄生蟲學科(1 人) 郭秀滿 2211 hmkuo@mail.cmu.edu.tw

基礎醫學研究所(1 人) 林子恩 1522 jalin@mail.cmu.edu.tw

牙醫系(5 人) 余建宏 2315 kenkoyu@mail.cmu.edu.tw

中醫學院

(20 人)

中醫系所(13 人) 林景彬 3113 jplin@mail.cmu.edu.tw

後中系(5 人) 陳必誠 3203 cbc@mail.cmu.edu.tw

中西結合研究所(1 人) 陳方周 3510 fjchen@mail.cmu.edu.tw

針灸所(1 人) 劉心萍 3603 hpliu@mail.cmu.edu.tw

藥學院(31人) 藥學系(16 人)5101 邱泰惠 5116 thchiu@mail.cmu.edu.tw

張淑貞 5102 sjchang@mail.cmu.edu.tw

藥化所(4 人) 張志詳 5615 chihshiang@mail.cmu.edu.tw

藥妝系(3 人) 陳信君 5301 c0706@mail.cmu.edu.tw

中資系(8 人) 彭文煌 5505 whpeng@mail.cmu.edu.tw

公衛學院

(28 人)

公衛系(8 人) 蔡清讚 6106 drcttsai@yahoo.com.tw

吳芳鴦 6110 fywu@mail.cmu.edu.tw

生統所(1 人) 梁文敏 6107 wmliang@mail.cmu.edu.tw

醫管系(9 人)6301 楊文惠 6316 whyang@mail.cmu.edu.tw

職安系(6 人) 黃彬芳 6208 bfhwang@mail.cmu.edu.tw

風管系(5 人) 江舟峰 6123 amur.chiang@gmail.com

健康照護學

院(57 人)

護理系(10 人) 李國箴 7102 lee_ruby_99@yahoo.com

營養系(14 人) 楊新玲 7503 hlyang@mail.cmu.edu.tw

醫技系(11 人) 林孟亮 7209 yichih@mail.cmu.edu.tw

物治系(12 人)7301 鄭宇容 7308 chengyu@mail.cmu.edu.tw

運醫系(1 人) 王慧如 7602 hjwang@mail.cmu.edu.tw

放射系(2 人) 許世明 7808 smhsu@mail.cmu.edu.tw

口衛系(7 人) 林殿傑 7706 djlin@mail.cmu.edu.tw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5 人) 謝秋鳳 2501 bst@mail.cmu.edu.tw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2 人) 李菁華 1801 ching@mail.cmu.edu.tw

體育室 體育室(1 人) 詹一民 1270 ymjan@mail.cmu.edu.tw

wthsieh@mail.cmu.edu.tw
wclin@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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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 環安室(1 人) 楊日昇 1530 cmccesh@mail.cmu.edu.tw

共 178 人 理事 15 人(紅字) 總幹事 1 人(藍色) 監事(3 人)：

張益銍7209yichih@mail.cmu.edu.tw ，黃立琪 7120 lichi@mail.cmu.edu.tw；

宋玲娜 6108lnsong@mail.c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