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3 年 9 月 3 日 

  

主旨：公告全促會第 6 屆理事、監事選舉候選人名單。 

公告事項： 

一、第 6 屆理事、監事選舉候選人名單 

說明：全促會即將於 9/19 全促會會員大會辦理第六屆理監事選舉，目前已通

過全促會第 5 屆第 13 次理監事會推薦，以及徵詢全促會會員(會員代表)參選

意願程序，產出 20 位理事候選人以及 7 位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表，除本名

單外，9/19 會員大會當日仍可由會員(會員代表)提名候選人（請參考附件一全

促會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名冊）。 

區域 全促會團體會員社大名稱 

 

理事候選人-20 位 

（應選理事-15 位，候補理事 2

位） 

監事候選人-7 位 

（應選監事-5 位，候補監事 1

位） 

鄭志峰（基隆）理監事會推薦   基宜花東離島 

5 所 

基隆社區大學、宜蘭社區大學、羅東

社區大學、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澎

湖縣社區大學 

吳國維（羅東）理監事會推薦   

謝國清（北投）理監事會推薦 蘇柳村（大安）理監事會推薦

蔡素貞（松山）理監事會推薦   

鄭秀娟（台北文山）理監事會

推薦 

  

台北市 

10 所 

台北市文山社區大學、台北市士林社

區大學、台北市萬華社區大學、台北

市大同社區大學、台北市信義社區大

學、台北市松山社區大學、台北市中

正社區大學、台北市中山社區大學、

台北市大安社區大學、台北市北投社

區大學 

張明驊(大同)自薦   

李易昆（蘆荻）理監事會推薦 馮朝霖（新莊）理監事會推薦

周聖心（永和）理監事會推薦   

新北市 

9 所 

新北市蘆荻社區大學、新北市板橋社

區大學、新北市新中和社區大學、新

北市永和社區大學、新北市新莊社區

大學、新北市林口社區大學、新北市

淡水社區大學、新北市新店崇光社區

大學、新北市三鶯社區大學 

王貞乃（林口）理監事會推薦   

李世英（科學城）理監事會推

薦 

  

桃竹苗 

7 所 

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桃園縣中壢社

區大學、桃園縣新楊平社區大學、新

竹縣竹北社區大學、新竹市科學城社

區大學、新竹市婦女社區大學、苗栗

唐春榮（新楊平）理監事會推

薦 

  



縣社區大學 

中彰投 

8 所 

台中市屯區社區大學、台中市海線社

區大學、台中市山線社區大學、台中

市大墩社區大學、台中市五權社區大

學、台中市大坑社區大學、台中市文

山社區大學、彰化縣二林社區大學 

謝日恆（二林）理監事會推薦   

黃世輝（雲林山線）理監事會

推薦 

  

林玉琴(嘉義市)自薦   

柳秀慧（北門）理監事會推薦   

郭昭男（新化）理監事會推薦   

雲嘉南 

11 所 

雲林縣山線社區大學、嘉義縣社區大

學、嘉義市社區大學、嘉義博愛社區

大學、台南市曾文社區大學、台南市

北門社區大學、台南市新化社區大

學、台南市南關社區大學、台南市永

康社區大學、台南市新營社區大學、

台南市社區大學 

吳茂成（台南）理監事會推薦   

張正揚（旗美）理監事會推薦 黃申在（第一）理監事會推薦

高屏 

6 所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高雄市旗美社

區大學、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高雄

市港都社區大學、屏東縣屏北區社區

大學、屏東縣屏南區社區大學 

魯台營（港都）理監事會推薦 黃蘭卿（屏南區）理監事會推

薦 

陳巨擘（ 個人）理監事會推薦 林淑英（ 個人）理監事會推

薦 

  張建隆（ 個人）理監事會推

薦 
個人會員 

  

  蔡傳暉（ 個人）理監事會推

薦 

 

二、選舉日期 

（一）日期：中華民國 103 年 9 月 19 日（五）全促會第六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 

 



附件一：全促會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名冊（2014.9.3） 
 
1、全促會團體會員數 56 校，團體會員代表 112 位。 
2、全促會個人會員數 26 位。 

 

NO. 個人會員 NO. 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1 會員代表 2 

1 黃武雄 1 基隆社區大學 鄭志峰校長 蔡越隆教務主任 

2 林朝成 2 台北市文山社區大學 鄭秀娟校長 袁宣傑專員 

3 顧忠華 3 台北市士林社區大學 張明致校長 劉君英副校長 

4 張捷隆 4 台北市萬華社區大學 余宗澤校長 張靜姿代理副校長 

5 謝國清 5 台北市大同社區大學 張明驊主任 郭阿華助理 

6 蔡素真 6 台北市信義社區大學 賴裕封主秘 黃立品專員 

7 李易昆 7 台北市松山社區大學 蔡素貞校長 宋偉強主任 

8 林淑英 8 台北市中正社區大學 羅于婷主任 黃怡瑄組長 

9 林孝信 9 台北市中山社區大學 陳玲珍校長 林桂垣主秘 

10 周聖心 10 台北市大安社區大學 袁述芬校長 蘇柳村主秘 

11 蔡傳暉 11 台北市北投社區大學 謝國清校長 吳淑鈴主秘 

12 陳君山 12 新北市蘆荻社區大學 李易昆主任 張美惠專員 

13 馮朝霖 13 新北市板橋社區大學 張則周主任 張惠雯主秘 

14 王貞乃 14 新北市新中和社區大學 施文樹副理事長 錢人琪主秘 

15 林邦文 15 新北市永和社區大學 張長義主任 周聖心特別助理 

16 許逢麟 16 新北市新莊社區大學 馮朝霖主任 曾美慧主秘 

17 唐光華 17 新北市林口社區大學 陳志榮主任 王貞乃主秘 

18 張純淑 18 新北市淡水社區大學 江國勇主任 熊淑惠主秘 

19 陳亮全 19 新北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 吳治香主秘 林鎂絜專員 

20 舒詩偉 20 新北市三鶯社區大學 鄭演郁主任 賴澤君常務理事 

21 蔡秀美 21 宜蘭社區大學 林庭賢校長 林育志主秘 

22 楊志彬 22 羅東社區大學 吳國維校長 黃致遠主秘 



NO. 個人會員 NO. 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1 會員代表 2 

23 陳巨擘 23 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 楊宗瑋理事長 劉烱錫總幹事 

24 謝和霖 24 澎湖縣社區大學 徐瓊信校長 歐宗原執秘 

25 張建隆 25 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 彭宣鳳校長 姜芯蕙秘書 

26 魯台營 26 桃園縣中壢社區大學 藍清水校長 黃雅玲執秘 

   27 桃園縣新楊平社區大學 唐春榮校長 羅梅香副校長 

   28 新竹縣竹北社區大學 陳羿文副校長 李宥融主秘 

   29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李世英校長 吳以寧教務組 

   30 新竹市婦女社區大學 蘇秋桂主任 陳詠淇副主任 

   31 苗栗縣社區大學 江明修校長 戴文祥主任 

   32 台中市屯區社區大學 陳威翰總監 陳冠麟課務經理 

   33 台中市海線社區大學 王睿晨經理 徐育千課務經理 

   34 台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黃濬煬經理 江璨妤專員 

   35 台中市大墩社區大學 張文正校長 郭崇威主任 

   36 台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謝耀德經理 謝雨潔專員 

   37 台中市大坑社區大學 李宏謨校長 龔建吉主任 

   38 台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蔡政忠校務顧問 陳弘岳校務主任 

   39 彰化縣二林社區大學 謝四海校長 謝日恆主秘 

   40 雲林縣山線社區大學 黃世輝主任 黃莉婷執行長 

   41 嘉義縣社區大學 施光訓校長 張新鵬終身教育處處長 

   42 嘉義市社區大學 賴萬鎮校長 林玉琴主秘 

   43 嘉義博愛社區大學 釋慧開校長 鄭榮賢主委 

   44 台南市曾文社區大學 陳餘鋆主任 陳淑敏執秘 

   45 台南市北門社區大學 柳秀慧主任 謝美鈴主秘 

   46 台南市新化社區大學 郭昭男主任 陳惠玲專員 

   47 台南市南關社區大學 謝明憲校長 賀彩鳳主任 

   48 台南市永康社區大學 魏正宗校長 羅妙玲主任 



NO. 個人會員 NO. 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1 會員代表 2 

   49 台南市新營社區大學 鄭世賢校長 張文彬主任 

   50 台南市社區大學 林朝成校長 吳茂成執行長 

   51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 曾貴海校長 張正揚主任 

   52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 林鈴蕙理事長 李橙安主任 

   53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劉哲雄理事長 黃申在常務理事 

   54 高雄市港都社區大學 魯台營副校長 黃暉榮主任 

   55 屏東縣屏北區社區大學 周芬姿校長 吳孟如主任 

   56 屏東縣屏南區社區大學 黃蘭卿主任 葉培昱主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