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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1 年競爭型計畫審查委員名單 

教育部感謝所有參與 111 年度大專校院競爭型計畫之審查委員，特此申謝。 

111.12.7 

委員姓名(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Aimo Katajamäki  Akio Yonekura  Ali Akbar Sahiwala  AmeBE  Amir Cherni 

Andrew Pang  Anthony Fook  Aya Yagi  Ben Crowe  Ben Schwarz  Bjoern Wolf 

Carlos Manuel Gonzalez Manjarrez  Charuvi Agrawal  Chikako Oguma 

Choon-Meng Seng  Chris Armsden  Christian Freissler  Christoph Gredler 

Christophe Gaubert  David Appiah  David Tham  Dennis Sommer 

Dermawan Syamsuddin  Dongchern Cin  Doonyapol Srichan  Eguchi Kentaro 

Elham Mirzapour  Emily Downe  Esther Cheung  Fandy Susanto  Francesco Zurlo 

Gerald Mark Soto  Gianni Tozzi  Giedrė Burokaitė  Hayo Gebauer  Hirokazu Kobayashi 

Hung Keung  Hyunji Nho  Ivette Valenzuela  Jarred Evans  Jay Lim  Jeanette Bonds 

Jefferson Edri  Johnathon Strebly  Jonathan Jones  Jonathan Yuen  Juliana Buso 

Kanako Taki  Keith Blackmore  Kevin Swanepoel  Kim, Hee Hyun  Lars Müller 

Layla Mehdi Pour  Lilian González  Linda Nyakio Karuru  Lovorika Banovic 

Lucas Couto  Lutz Dietzold  Maartje Pel  Makiko Tsumura  Marco De Santi 

Mark Stein  Masashi Kawamura  Meena Ayittey  Michaela Režová  Min Kong 

Nata Metlukh  Nikoi Sanniez  Norikazu Kita  Panop Koonwat  Pavel Noga 

Pekka Piippo  Pichit Virankabutra  Ploypan Theerachai  Pradyumna Vyas 

Praveen Nahar  Rebeka Pakozdi  Rikke Hansen  Robin Turner  Rodrigo Faus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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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ura Adachi  Sebastian Popa   Sertaç Ersayın  Sharon Webber-Zvik  Tarek Atrissi 

Tim Rochford  Tom Parker  Tomoe Hamaguchiya  William Harald-Wong 

Yura Park  Zinnia Nizar 

丁一顧  丁克華  丁秀儀  丁邦安  丁詩同  丁鏞  于天立  于宏燦  方天賜  方金雅  方國定 

方基存  方敍潔  方進義  方鳳玉  王千睿  王大為  王元凱  王友群  王孔政  王世明  王仕圖  

王正豪  王永壯  王永鵬  王玉麟  王丞浩  王克舜  王秀娟  王秀瑛  王延年  王怡雯  王明元  

王明哲  王俊堯  王俊雄  王俊權  王俐容  王信陽  王威  王炳南  王美蓉  王胤卓  王英洲  

王家祥  王常帆  王釧茹  王勝平  王超群  王雅玄  王雅萍  王煦棋  王榮進  王維新  王潔  

王賢達  王錦堂  王靜枝  王麗斐  王繼維  王櫻芬  王讚彬  丘愛玲  包蒼龍  古珮琪  古新梅  

古源光  古鎮鈞  司徒惠康  左台益  玉井美由紀  田蕙芬  石儒居  石靈慧  任慶儀  伍東星  

戎瑾如  曲芳華  朱正忠  朱伊文  朱旭建  朱志良  朱宜振  朱俊勳  朱純燕  朱惠足  朱曉萍  

朱興華  朱耀明  江口健太郎  江佩珊  江東亮  江昭皚  江善宗  江維華  牟彩雲  艾淑婷   

何立德  何希慧  何坤益  何則文  何玲玲  何雍慶  佘日新  佘佳慧  余兆棠  余佩瑾  余幸司  

余信遠  余虹儀  余德銓  余嬪  余騰耀  吳介民  吳光庭  吳守哲  吳守從  吳安妮  吳妍華  

吳志文  吳志毅  吳宗成  吳宗遠  吳宗憲  吳岱栖  吳忠勳  吳明昌  吳玫瑛  吳金洌  吳俊霖  

吳勁毅  吳奕夫  吳思華  吳思節  吳政達  吳炳慶  吳相勳  吳若羚  吳重禮  吳音寧  吳修廉  

吳師豪  吳挺鋒  吳書昀  吳素幸  吳偉龍  吳啟文  吳國瑞  吳淑芳  吳淑禎  吳博文  吳智鴻  

吳逸謨  吳瑞北  吳萼洲  吳誠文  吳漢中  吳齊殷  吳曉光  吳聰能  吳懷晨  呂正欽  呂正華  

呂妙芬  呂志豪  呂良正  呂良鴻  呂佳茹  呂亮震  呂建德  呂家榮  呂欽文  呂福興  呂學坤  

宋欣泰  宋開泰  宋震國  巫昌陽  巫銘昌  李小媛  李小蕙  李仁貴  李文智  李文豪  李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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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暉  李右芷  李光中  李光裕  李育杰  李佳樺  李佳霖  李來春  李其昌  李宗禾  李宗洲  

李定國  李怡娟  李昌駿  李明旭  李明義  李俊璋  李冠榮  李建國  李昭翰  李美賢  李英杰  

李哲佑  李庭官  李祖添  李偉俠  李堂察  李清庭  李雪甄  李貴琪  李順裕  李傳房  李慈音  

李達生  李漢銘  李遠鵬  李銘鈺  李德財  李慶芳  李瑩英  李蔡彥  李憲榮  李應平  李麗花  

杜宏毅  沈世宏  沈冬  沈建全  沈美君  辛宜津  阮聖彰  周小良  周汎澔  周至宏  周志榮  

周育潤  周育賢  周冠男  周建成  周建張  周建智  周建新  周家緯  周素卿  周勝鄰  周瑛琪  

周瑞仁  周睦怡  周碩彥  周維揚  周賢彬  周懷樸  周麗芳  屈子正  屈岳陵  易光輝  林一平  

林上智  林千惠  林士彥  林士鳴  林仁益  林公元  林天惠  林文彥  林日璇  林世凌  林丙輝  

林弘仁  林必慧  林正堅  林正達  林玉茹  林光隆  林同利  林伯賢  林劭仁  林宏達  林見昌  

林谷合  林其和  林坤誼  林坤燦  林委呈  林宗賢  林承毅  林承緯  林昇佃  林明仁  林明宏  

林明煌  林欣蘋  林法正  林玫君  林芳穗  林青蓉  林俊秀  林俊良  林冠仲  林品章  林彥呈  

林律君  林春鳳  林派臣  林炫佑  林珊如  林珍瑩  林盈達  林美吟  林美賢  林若望  林英傑  

林哲偉  林哲鵬  林振德  林栢村  林祐任  林軒竹  林啟芳  林啟屏  林啟萬  林國良  林國楨  

林堅楊  林崇偉  林崇熙  林梅琴  林淑玲  林淑華  林盛勇  林陳涌  林雪鈴  林博文  林博正  

林惠玲  林朝成  林琳  林會承  林義貴  林道通  林碧珍  林福岳  林綠紅  林慧玲  林慧音  

林潔  林蔚君  林靜娟  林靜萍  林鴻君  林麗娟  林寶安  林鑫保  果尚志  邱上嘉  邱求慧  

邱佳慧  邱信富  邱星崴  邱啟潤  邱貴芬  邱義源  邱瓊慧  金以容  金瑞芝  侯文萱  侯建良  

侯春看  侯慶謀  姚立德  姚村雄  姜玫如  帥宏翰  施天從  施如齡  施百俊  施邦築  施典志  

施奇廷  施明哲  施東河  施建矗  施煥旭  施聖文  施增廉  施慧玲  施慶麟  柯于璋  柯文華  

柯立偉  柯拔希  柯榮三  柳永青  段曉林  洪久賢  洪士灝  洪如玉  洪西進  洪伯達  洪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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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堯棟  洪智傑  洪進福  洪傳獻  洪盟峯  洪盟峰  洪鈺堂  洪德仁  洪耀釧  紀凱容  胡如君  

胡竹生  胡哲生  胡茹萍  胡國信  胡敏君  胡惠森  胡湘麟 胡誌麟  范以欣  范秀羽  范宜如  

范俊逸  范國清  范熾文  范靜媛  修丕承  倪衍玄  唐婉如  唐硯漁  唐雲順  唐傳義  唐蕙文  

夏君樑  夏志豪  孫台平  孫光蕙  孫宏民  孫祖玉  孫善蓉  孫逸民  孫劍秋  孫慶成  孫麗珠  

容繼業  徐光慧  徐式寬  徐亞瑛  徐昊杲  徐秋宜  徐振雄  徐素琴  徐欽賢  徐新逸  徐瑛鍈  

徐雍鎣  徐爵民  徐繪珈  徐蘊康  晏自強  殷献生  殷寶寧  涂瑞洪  祝健芳  秦咸靜  翁志遠  

翁金輅  翁浩正  翁梓林  翁榮源  翁翠蓮  翁韶蓮  逄愛君  馬席彬  馬振基  馬嘉應  高文振  

高百毅  高育伯  高純琇  高強  高淑芳  高榮鴻  高閬仙  康正男  康敏嵐  張于忻  張大慈  

張仁家  張元震  張心玲  張文中 張文哲  張文智  張文櫻  張正  張民杰  張光民  張吾青  

張希慈  張李玉菁  張育銘  張芳全  張俊彥  張英傑  張卿卿  張振豪  張紘炬  張軒瑄   

張國保  張基義  張崑振  張敏寬  張淑媛  張淑萍  張淑賢  張清風  張清華  張莉萍  張晴文  

張智強  張智惠  張華南  張詠竣  張進福  張順志  張傳育  張雍敏  張嘉育  張漢寧  張銓仲  

張德永  張瑩如  張鴻仁  張鴻德  張麗珠  張覺前  張權發  曹拯元  曹勝雄  曹順成  梁家祺  

梁茲程  梁賡義  章琦玫  莊永裕  莊立民  莊秀美  莊坤達  莊英宗  莊偉哲  莊淑芬  莊智清  

莊賀喬  莊順吉  莊順興  莊裕澤  莊達人  莊熙平  許文東  許文通  許文景  許世融  許民陽  

許匡毅  許伯元  許杏蓉  許秀如  許孟祥  許昌賢  許明暉  許秉瑜  許峻誠  許游章  許維君  

許鳳玉  許懷中  許麗齡  連俊傑  連勇智  連賢明  郭乃文  郭力昕  郭大維  郭介誠  郭文華  

郭志文  郭東義  郭俊巖  郭美伶  郭浩中  郭慈安  郭經華  郭義松  郭曉玲  郭鴻基  郭藍遠  

郭耀煌  陳一平  陳一瑩  陳人鳳  陳文印  陳文玲  陳文英  陳文貞  陳文華  陳文貴  陳文逸  

陳仕易  陳弘典  陳正芬  陳正芳  陳永平  陳永基  陳仲瑄  陳全木  陳匡正  陳如薇  陳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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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宇  陳宏明  陳志成  陳志臣  陳志柔  陳志遠  陳步偉  陳來勝  陳宜貞  陳尚懋  陳延興  

陳昌明  陳明志  陳明柔  陳東升  陳俊男  陳俊良  陳俊智  陳俊龍  陳信文  陳信木  陳信宏  

陳勁初  陳品銓  陳奕廷  陳姵樺  陳建丞  陳建旭  陳建甫  陳建良  陳建雄  陳彥元  陳彥豪  

陳恒安  陳政宏  陳政雄  陳昭宏  陳炫任  陳炳宏  陳炳煇  陳界山  陳美芬  陳美玲  陳美燕  

陳虹吟  陳衍任  陳重仁  陳夏蓮  陳弱水  陳振燧  陳桂敏  陳泰然  陳純音  陳偉聖  陳唯珍  

陳國裕  陳國聲  陳培殷  陳基旺  陳張培倫  陳淑玲  陳淑嬌  陳淳迪  陳逢源  陳媛珊  陳復  

陳敦源  陳斐虹  陳斐卿  陳朝圳  陳超明  陳順興  陳殿禮  陳毓文  陳義文  陳聖賢  陳雍正  

陳嘉成  陳蔓嫻  陳曉蓉  陳靜敏  陳駿季  傅龍明  喜多紀和  彭仁鴻  彭及忠  彭光輝   

彭妮絲  彭信坤  彭裕民  彭德昭  曾世杰  曾令理  曾光宗  曾長逸  曾彥文  曾紀幸  曾美珍  

曾淑娟  曾淑惠  曾堯生  曾煒傑  曾煜棋  温宏斌  游光昭  游汝謙  游森楨  游適宏  湯志民  

湯京平  湯家偉  湯慧茹  焦傳金  程湘如  程舜仁  童遷祥  絲國一  華志強  賀端華  馮明惠  

馮品佳  馮莉雅  黃乃寬  黃仁竑  黃天佑  黃文君  黃月純  黃世杰  黃世嘉  黃世輝  黃仲偉  

黃志遠  黃秀梨  黃谷臣  黃宗成  黃松林  黃俊儒  黃俊龍  黃勃程  黃宣誠  黃建中  黃彥男  

黃思皓  黃皇男  黃紀鈞  黃啟梧  黃國禎  黃國聰  黃淑君  黃博滄  黃琴扉  黃敬群  黃聖慧  

黃靖淑  黃福坤  黃維中  黃銘章  黃慧娟  黃穎聰  黃瀚萱  黃識銘  黃鵬鵬  黃顯勛  楊士進  

楊士萱  楊文豪  楊弘敦  楊正秋  楊光磊  楊志彬  楊良友  楊谷洋  楊佳璋  楊其文  楊其文  

楊叔卿  楊昊  楊明宗  楊金寶  楊長賢  楊建民  楊重光  楊倍昌  楊家輝  楊振甫  楊國德   

楊淑朱  楊淑玲  楊智穎  楊朝棟  楊進木  楊達立  楊聰榮  楊鎮華  楊馥如  楊馥菱  溫婕薰  

萬其超  萬芙君  萬皓鵬  萬騰州  葉一璋  葉玉祥  葉光輝  葉欣誠  葉重利  葉家宏  葉雲龍  

董基良  董綺安  董靜芬  裘正健  詹朴  詹家豪  詹益仁  詹慧珊  詹寶珠  鄒小蘭  鄒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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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忠毅  鄒國英  雷欽隆  廖文霖  廖秀娟  廖玟君  廖俊臣  廖炳惠  廖美玉  廖啟成  廖婉君  

廖媛美  廖學誠  廖蕙玟  廖韡  漆志剛  熊同鑫  熊昭  翟本瑞  裴家騏  褚瑞基  趙式隆   

趙善如  趙璽  劉三錡  劉中道  劉仁俊  劉文宏  劉世雄  劉以慧  劉立方  劉立倫  劉立偉  

劉仲倫  劉安之  劉克明  劉志尉  劉沂佩  劉育育  劉政源  劉春梅  劉柳書琴  劉秋樑   

劉修祥  劉祖惠  劉淑慧  劉祥麟  劉舜仁  劉傳銘  劉瑞隆  劉詩安  劉靖家  劉綺珊  劉緒宗  

劉廣華  劉慧娟  劉曉芬  劉懿慧  樂鍇・祿璞崚岸  樊國恕  樓永堅  歐素華  歐陽誾  歐嘉瑞  

潘江東  潘育群  潘怡良  潘偉華  潘裕豐  蔡子瑋  蔡仁松  蔡今中  蔡天生  蔡立仁  蔡匡忠  

蔡志宏  蔡秀芬  蔡佩珊  蔡典謨  蔡孟勳  蔡宗佑  蔡岡廷  蔡忠融  蔡怡芬  蔡怡純  蔡昆瀛  

蔡明祺  蔡明道  蔡明璋  蔡松釗  蔡炎龍  蔡政宏  蔡秋桃  蔡美玲  蔡哲嘉  蔡娟娟  蔡淑梨  

蔡淑瑩  蔡清德  蔡清標  蔡景仁  蔡雅琦  蔡雅薰  蔡新聲  蔡榮騰  蔡適陽  蔡蕙如  蔡騰輝  

蔣丙煌  鄧運林  鄧慧君  鄧橋  鄭士康  鄭川如  鄭文皇  鄭木海  鄭守夏  鄭旭詠  鄭佑軒  

鄭志鵬  鄭怡世  鄭采和  鄭保志  鄭信男  鄭貞茂  鄭國興  鄭淑勻  鄭淑珍  鄭淵全  鄭添祿  

鄭舜仁  鄭雯  鄭毓瑜  鄭煜輝  鄭聖慶  鄭綺  黎世宏  盧向成  盧怡君  盧俊偉  盧南君   

盧訓  穆青雲  蕭子凱  蕭介夫  蕭育仁  蕭述三  蕭登元  蕭錫錡  蕭耀貴  賴才雅  賴永康  

賴永祥  賴坤明  賴秋琳  賴偉淇  賴淑玲  賴蓉禾  戴元峰  戴天時  戴守谷  戴伯芬  戴浩一  

戴海龍  戴嘉明  戴曉霞  戴謙  薛丞倫  薛孟琪  薛富盛  謝小芩  謝世良  謝仕淵  謝弘輝  

謝如梅  謝志龍  謝宗震  謝忠恆  謝青龍  謝若蘭  謝英哲  謝振傑  謝國清  謝國興  謝傳崇  

謝維合  鍾世凱  鍾任琴  鍾志強  鍾邦柱  鍾宜興  鍾松晉  鍾起惠  鍾雅涵  鍾鎮城  簡正宗  

簡旭伸  簡伯武  簡佑宏  簡宏偉  簡禎富  簡錦漢  藍佩嘉  顏玉明  顏宏旭  顏宏偉  顏宏融  

顏昌瑞  顏國樑  顏端佑  魏榮宗  魏慧珊  魏耀揮  瀧加奈子  羅乃維  羅正方  羅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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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芳怡  羅清華  羅達賢  羅豪章  譚經緯  關芳芳  蘇木春  蘇巧純  蘇弘毅  蘇志昇  蘇育令  

蘇炎坤  蘇俊銘  蘇昭瑾  蘇重威  蘇國瑋  蘇淑娟  蘇朝琴  蘇瑛敏  蘇碩斌  蘇慧貞  覺文郁  

鐘世凱  鐘世凱  鐘孫霖  鐘嘉德  顧記華  欒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