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遴選委員會候選人選舉公報 
              （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社會公正人士）    人事室印發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選舉，經訂於民國 109 年 12月 30日（星期三）校務會議舉行投票，茲依各類遴選委員候選人推選（推薦）單位提供之
候選人資料及 109年 12月 28 日簽奉校長核定簽呈，將候選人相關資料刊登如下： 

一、教師代表候選人                                

自 8名教師代表候選人中圈選出 4人，其中任一性別教師代表至少應有 1人；如任一性別代表人數從缺時，由該性別得票數較高者擔任之。 

推選單位 
姓名 

(依學院、姓氏筆劃排序) 
職級 性別 

海工院 胡武誌 教授 男 

海工院 劉冠汝 教授 女 

觀休院 吳政隆 教授 男 

觀休院 潘澤仁 副教授 女 

人管院 李穗玲 副教授 女 

人管院 陳甦彰 教授 男 

共教會 蔡明惠 教授 男 

共教會 鍾怡慧 教授 女 

二、行政人員代表候選人                                     三、學生代表候選人 

自 4名行政人員代表候選人中圈選出 1人，以得票數較高者 1人為行政人
員代表。 自 4名學生代表候選人中圈選出 1人，以得票數較高者 1人為學生代表 

姓名 
(依姓氏筆劃排序) 

職級 性別 備註 推選單位 
姓名 

(依姓氏筆劃排序) 
性別 班級 

王美玲 組長 女  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王翊瑄 女 應外系二甲 

李英俊 組長 男  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陳志宸 男 觀休系二乙 

洪明豪 技術師 男  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陳璿凱 男 航管系三甲 

曾洪素鸞 組長 女  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魏妘倢 女 應外系二甲 

四、校友代表候選人                                  

按性別分別圈選 1人，以得票數較高者 2人（任一性別各 1人）為校友代表。 

推選單位 
姓名 

(依學院、姓

氏筆劃排序) 

性別 現職服務單位及職稱 本校畢業年、屆 經歷 

海工院 李秉儒 男 宏雲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電信工程系/92年畢業 威創科技 

海工院 吳瑞芸 女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 
學校資訊科主任 資訊工程系/95年畢業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觀休院 徐銘秋 女 澎湖品興花枝專賣負責人 餐旅管理系/92年畢業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行政助理 

觀休院、人
管院 葉竹林 男 馬公市公所市長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101年畢業 

澎湖縣議會議員、澎湖縣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澎湖縣服務業管
理諮詢協會理事長、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兼任講
師、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友會理事 

人管院 劉月琪 女 韓石居民宿負責人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100年畢業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督導長 

校友會推薦 許國政 男 澎湖縣馬公市民代表會主席 觀光休閒系/103 年畢業 

澎湖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澎湖縣帆船協會理事長、澎湖
縣棒球協會理事長、澎湖縣警光棒壘球協會理事長、澎湖縣國際
標準舞蹈研究學會理事長、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友會會長、國立
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傑出校友 

校友會推薦 鄭玉鳳 女 金富山銀樓負責人 觀光休閒系/107 年畢業 

2011-2014 國際獅子會會長、2015-2016 分區主席、2016-2017
專區主席、少年觀護澎湖分會常務理事、澎湖日用器皿工會理事
長、全國日用器皿同業工會理事、張文津文教基金會董事、澎湖
天人菊扶輪社 2020-2022司庫 

五、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 

按性別分別圈選 2人，以圈選出得票數較高者 4人（任一性別各 2人）為社會公正人士。 

推選單位 
姓名 

 (依學院、共教會

姓氏筆劃排序) 

性別 現職服務單位及職稱 學歷 經歷 

海工院 蕭泉源 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名
譽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博士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長、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系主任、國立
台灣海洋大學校友中心主任、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副教
授、行政院農委會漁業處技正 

海工院 謝淑玲 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水
產食品科學系教授兼
教務長 

國立台灣大學漁業科
學所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學院院長、輔英科
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學會常務
理事、高雄市營養師公會常務理事、台灣營養學會會員代表 

觀休院 林玥秀 女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
旅研究所教授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
學規劃學院博士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教授兼校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學
院院長、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教授 

觀休院 黃榮鵬 男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
理博士 

台灣國際觀光救援服務協會第一屆副理事長、台灣民宿協會全國聯合
會總顧問、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教授教授兼觀光學院院
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授教授兼學術副校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
遊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人管院 洪久賢 女 景文科技大學校長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博士 

德霖技術學院院長、實踐大學餐飲管理系教授兼民生學院院長、弘光
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特聘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人管院 蕭錫錡 男 正修科技大學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
學工業教育哲學博士 國立澎湖技術學院校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 

共教會 林思伶 女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教育領導
與發展研究所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
學教育科技博士 

教育部政務次長、文藻外語大學校長、輔仁大學學術副校長、輔仁大
學教育學院院長 

共教會 趙涵捷 男 東華大學校長 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博士 

國立宜蘭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國際網路學會理事長、國立宜蘭大學校
長 

 



 

 
七、選舉投票注意事項： 

本次校長遴選委員會應選出之委員人數各不相同，為使該項推選作業順暢，有關校務會議代表就各類遴

選委員候選人選票圈選作業，採以下之無記名投票方式辦理： 

       （一）教師代表共 4人： 

 校務會議代表應自 8名教師代表候選人中圈選出 4人，其中任一性別教師代表至少應有 1人 

；如任一性別代表人數從缺時，由該性別得票數較高者擔任之。 

 

        （二）行政人員代表 1人： 

校務會議代表應自 4 名行政人員代表候選人中圈選出 1 人，以得票數較高者 1 人為行政人員代

表。 

        （三）學生代表 1人： 

校務會議代表應自 4名學生代表候選人中圈選出 1人，以得票數較高者 1人為學生代表。 

        （四）校友代表 2人： 

校務會議代表應自各學院推薦產生（每學院推薦出 2 人，任一性別各 1 人）共 5 名校友代表候

選人及校友會推薦產生之 2名校友代表候選人（任一性別各 1人），合計共 7名校友中，按性別

分別圈選 1人，以得票數較高者 2人（任一性別各 1人）為校友代表。 

        （五）社會公正人士 4人： 

校務會議代表應自各學院、共同教育委員會推薦產生（任一性別各 1 人）共 8 名社會公正人士

候選人併同學校教職員連署推薦產生之候選人，按性別分別圈選 2 人，以圈選出得票數較高者 4

人（任一性別各 2人）為社會公正人士。 

      前述無記名投票均應以蓋有主辦單位人事室戳章之選票為有效，圈選時應以人事室提供之圈選戳蓋印紅色

印泥圈選後投入指定票匭，至於有效票、無效票之認定，則參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職人員選舉票有效票無

效票認定圖例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