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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暨大會觀察員名冊 

109年 9月 17日製（總計 75 位代表） 
代

表

數 

所屬 

縣市 
姓名 學校名稱 備註 

1 新北市 林皆全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 新北市 黃耀南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新北市 汪孝龍 天主教光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4 新北市 鄭右玫 天主教光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5 新北市 賴金雪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6 新北市 康瑞宗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高中  

7 新北市 黃文龍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8 新北市 陳如雪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9 新北市 梁峻銘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0 新北市 李柏翰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1 新北市 李冠賢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12 新北市 黃麗蓉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13 新北市 高珮綺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4 新北市 楊煥謀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15 新北市 白景仁 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6 新北市 鄭煒儒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7 新北市 黃志傑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18 新北市 羅仲修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9 新北市 張雯茹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0 新北市 葉國威 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21 新北市 周琨堯 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22 新北市 胡家瑒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23 新北市 張家銘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24 台北市 陳儒文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5 台北市 吳銘祥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26 台北市 毛懷安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27 台北市 史美奐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28 台北市 傅伯年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29 台北市 高銘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0 台北市 蔡郁君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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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台北市 王詩欽 臺北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2 台北市 賴和隆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33 基隆市 鍾志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34 桃園市 謝順吉 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35 桃園市 高孟琳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36 桃園市 馮文瑜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37 桃園市 鄧如峯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38 桃園市 韓維民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39 新竹縣 蔡杰伶 誠正中學  

40 新竹市 郭曉雯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41 苗栗縣 謝幸良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42 苗栗縣 徐立心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43 苗栗縣 張宇泰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44 苗栗縣 夏世傑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5 台中市 張介銘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46 彰化縣 許家瑞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47 彰化縣 陳厚仁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48 彰化縣 王俞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9 彰化縣 黃俊龍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50 雲林縣 劉惠華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51 雲林縣 許加孟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52 雲林縣 張芷瑄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3 雲林縣 黃湘玉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4 嘉義縣 熊湘明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5 嘉義市 林碩彥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6 嘉義市 李淑萍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7 台南市 唐瑋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8 台南市 鄭吉泉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9 台南市 郭秋成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60 台南市 王東勳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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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台南市 徐俊昇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2 台南市 陳家吉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3 台南市 陳美伶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64 台南市 曾鏹毅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5 屏東縣 陳志偉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6 宜蘭縣 陳志威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67 宜蘭縣 許基祥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68 花蓮縣 蔡金智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69 花蓮縣 何瑞欽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0 花蓮縣 胡育豪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71 花蓮縣 陳巧綸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72 花蓮縣 謝文靜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73 花蓮縣 林明穎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74 台東縣 陳淑惠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75 連江縣 楊智翔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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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第四屆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名單 

編

號 
職稱 姓名 縣市 學校名稱 

理事名單 
1 理事長 高孟琳 桃園市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2 副理事長 黃湘玉 雲林縣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 副理事長 熊湘明 嘉義縣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4 副理事長 林文政 宜蘭縣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5 常務理事 王東勳 臺南市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 常務理事 詹家銘 新北市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7 常務理事 鍾志賢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8 理事 黃文龍 新北市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9 理事 蔡秀珠 臺東縣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 理事 張介銘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1 理事 賴國慶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2 理事 陳綾斐 臺南市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3 理事 徐俊昇 臺南市 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4 理事 王政寰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15 理事 梁峻銘 新北市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6 理事 林明廷 新北市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7 理事 吳銘祥 臺北市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8 理事 陳志偉 屏東縣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9 理事 李佳浤 臺中市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20 理事 吳杰穎 臺北市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1 理事 許家瑞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中網站 

22 理事 陳有慶 桃園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23 理事 黃宜弘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監事名單 
1 監事會召集人 史美奐 臺北市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2 監事 唐瑋 臺南市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監事 陳文德 新北市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監事 郭怡立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5 監事 林政彥 臺南市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監事 程照淵 雲林縣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7 監事 陳省言 新北市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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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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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幹部名單 
1 秘書長 許麗吉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2 北區主任 林雅薰 桃園市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3 中區主任 張介銘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4 南區主任 曾鏹毅 臺南市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東區主任 張家宜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6 政策部主任 賴和隆 臺北市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7 政策部副主任 陶以哲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8 社運發展部主任 黃麗蓉 新北市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9 社運發展部副主任 陳綾斐 臺南市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 組織部主任 吳杰穎 臺北市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 組織部副主任 賴金雪 新北市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2 福利部主任 許家瑞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3 福利部副主任 毛懷安 臺北市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14 教學部主任 江文隆 臺北市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5 教學部副主任 陳正鴻 臺北市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6 教學部研究員 張淑惠 新北市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17 教學部研究員 李文禮 臺北市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8 教學部研究員 李佳浤 臺中市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9 文宣部主任 黃惠貞 新北市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0 文宣部副主任 林明廷 新北市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1 法規暨團協部主任 王東勳 臺南市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2 法規暨團協部副主任 陳有慶 桃園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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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交通位置 

 

請多加利用大眾運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