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會盡我們所能收集、整理及查證資料，希望客觀呈現事証，不

多做評斷。如有未盡或不公之處，會持續更新、修正此檔案。 

項目與說明 附件 

一、自行借調爭議： 

1.董事會在 2012, 2013 兩度行文成大借調湯校

長，成大回函需逐年借調（附件 1-4） 

2. 湯校長 2014/12/7 致函董事會，希望董事會

行文借調第三年，雙方立場歧異。  

3. 湯校長與成大在 2014/12/23 簽借調合約（附

件 5），又於 2015/1/8 向成大補發借調公文（附

件 6）。簽約及行文均未事先向董事會揭露，應

該也未會簽人事、會計單位。 

4. 湯校長在臉書及導師會議對此事件之說法請

參見附件 7-8。 

附件 1-4： 

董事會兩年行文借

調及成大回函 

附件 5：與成大簽

借調合約。 

附件 6：發文成大

借調自己 

附件 7-8： 

FB 及導師會議湯

校長說法 

 

二、「忠誠條款」與主管更迭： 

1. 開學三天，撤換四位主管（附件 9）；另外，

勞教長也曾被告知離開，但尚未更換。 

2. 五位主管被要求離開之原因應該是不同，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之前曾有聲明表示校長

言論不實（附件 10），七位院長也有回應（附件

11）。 

3. 勞教長、就友室主任被要求離職的可能原因

是拒絕簽署校內戲稱的“忠誠條款”（附件

12），承認湯校長自行復職的合法性。 

4. 就友室主任離職後，送出公開信描述其與校

長互動及離職原因（附件 13）。 

5. 行政團隊兩年來更迭頻繁（附件 14），15 個

職位，五學期任命超過 30 位主管。 

附件 9：四位主管

之撤換公告 

附件 10：教務

長、學務長、研發

長聲明。 

附件 11：七位院

長聲明 

附件 12：“忠誠

條款”？ 

附件 13：就友室

主任公開信 

附件 14：五學期

主管名單 
 

三、停職、記者會、解聘爭議： 

1. 董事會 2015/1/21 宣佈湯校長有自行借調、

 

附件 15：董事會



幽靈職員等多項疑似違法及校務爭議之事由，

決議湯校長停職待調查（附件 15）。 

2. 湯校長於 2015/1/23 在立委陪同下於立法院

舉行記者會，表示其被停職原因是檢舉江銘鐘

董事涉入工程弊案（附件 16）。 

3. 江董事涉入弊案之部分，不知是學校要求還

是調查局主動偵查，調查局行文秘書室要求相

關資料（附件 17）。 

4. 教師會 2015/1/26 呼籲江董事及校長應自動

請辭（附件 18）；2014/12/16 指出校務不彰與

董事涉入校務不應劃上等號（附件 19） 

5. 校長召開記者會後，董事會在 2015/1/21、 

2015/2/1 兩次以 10:0 的票數決議將湯校長停聘/

解聘（附件 20）。 

6. 教育部對停聘及解聘的回文（附件 21-24），

董事會對教育部意見不服，向政院提出訴願，

程序尚在進行中。 

7.秘書室於 2015/2/13 發文宣布湯校長復職（附

件 25）。要求主管簽署「忠誠條款」承認合法性

與此部分之自行復職爭議有關。 

8. 湯校長向法院申請假扣押已遭法院駁回（附

件 26）；另外，湯校長向法院提出對董事會合約

確認及對十位董事求償 1000 萬兩項訴訟。 

9. 董事會 3/8 再次確認湯校長解聘之狀態及原

因（附件 27）。教育部 3/25 回函認為湯校長解

聘案先前已經表示過意見，但也提及湯校長在

導師會議提及教卓因董事會而被刪減 1000 萬並

非事實。（附件 28） 

對湯校長停職之會

議紀錄 

附件 16：湯校長

記者會媒體報導 

 

附件 17：調查局

行文秘書室 

 

附件 18-19：教師

會兩次聲明 

 

附件 20：董事會

對湯校長解聘之聲

明稿 

 

附件 21-24：教育

部的四封來文  

 

附件 25：自行復

職公文 

附件 26：湯校長

提假處分被駁回的

判決書 

附件 27：董事會

2015/3/8 再次確認

校長解聘狀態 

附件 28：教育部

3/25 來文重申對解

聘之見解並澄清無

教卓扣款事 

 

四、其他變革：校長遴選辦法、董事任期  



校長遴選攸關重大，我們將建議董事會修改

「校長遴選辦法」（附件 29），在校長遴選及續

任過程中，擴大教師參與基礎，落實權責相符

的責任機制。 

 

我們也期盼董事會與校內攜手，坦然面對必要

的變革，修改「東海大學捐助章程」（附件

30），對董事遴選及任期能有更公開、透明、清

楚完善的規範（董事任期資料請見附件 31）。  

附件 29：東海大

學校長遴選辦法  

附件 30：東海大

學捐助章程 

附件 31：本屆及

歷年董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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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校長在 2/24 導師會議的說法 

 

後來成功大學為了讓這個程序能夠完整，成功大學的人事室就通知我們的秘書室，

請秘書室以東海大學發函到成功大學，整個借調程序就完成。主秘在這個地方這

是很清楚的事情。本人跟律師討論過，律師明顯地告訴我，東海大學如果不發函

給成功大學，就是東海大學背信違約，在這個情況之下，你為了維護東海大學全

校師生的權益，為了維護董事會不要讓他背信，你應該去函，由東海大學出函給

成功大學，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問了我們法律顧問，我們的主任秘書，他也

有也是法律的專長，我們就出函給成功大學。整個借調程序就完成。回饋金方面，

我在上面寫得很清楚，回饋金由本人來出，白紙黑字，秘書室都有白紙黑字。成

功大學甚至告訴我說，湯教授對你來講你這個回饋金不出，我們也會讓你借調，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都還沒有交回饋金，但是成功大學已經給我一份合約書，同意

我的借調。整個事情就是這樣。各位如果要看資料的話，在秘書室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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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頁 (共 1頁) 

裝 

訂 

線 

 

人事室 函 
機關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聯 絡 人：林美華 

聯絡電話：04–23590121#28305 
電子郵件：meihwa@thu.edu.tw 
傳  真：04–23590350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24日 
發文字號：東哲人字第 1043200117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奉校長指示，自 104年 2月 24日起由生科系林良恭教授兼

任教務長；政治系宋興洲教授兼代學務長；環工系鄧宗禹教

授兼任研發長。原職務主管范聖興教務長、陳世佳學務長及

蔡瑞明研發長，自同日起免兼上述職務，並於同年 2月 26

日前完成業務交接，特此函達，請  查照。 

 

 

正本：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各一二級教學單位 
副本：林良恭教授、宋興洲教授、鄧宗禹教授、范聖興教授、陳世佳副教授、蔡瑞明教

授 

 
 

檔  號： 

保存年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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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頁 (共 1頁) 

裝 

訂 

線 

 

人事室 函 
機關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聯 絡 人：林美華 

聯絡電話：04–23590121#28305 
電子郵件：meihwa@thu.edu.tw 
傳  真：04–23590350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26日 
發文字號：東哲人字第 1043200124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奉校長指示，自 104年 2月 26日起由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

中心潘兆民副教授兼任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主任。原職務

主管彭  泉主任，自同日起免兼上述職務，並於同年 3月 3

日前完成業務交接，特此函達，請 查照。 

 

 

正本：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各一二級教學單位 
副本：潘兆民副教授、彭泉副教授 

 
 

檔  號： 

保存年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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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任職人數(5學期)

副校長 蔡禎騰 羅文聰 蔡禎騰 蔡禎騰 ? 2+

副校長 巢志成 巢志成 巢志成 巢志成 1

教務長 范聖興 范聖興 范聖興 范聖興 林良恭 2

學務長 羅文聰 陳世佳 陳世佳 陳世佳 宋興洲 3

總務長 黃欽印 郭奇正 郭奇正 郭奇正 郭奇正 2

勞教長 黃聖桂 黃聖桂 黃聖桂 黃聖桂 ? 1+

研發長 林良恭 蔡瑞明 蔡瑞明 蔡瑞明 鄧宗禹 3

圖書館館長 林祝興 陳格理 陳格理 黃皇男 黃皇男 3

秘書室主任 曾華源 呂炳寬 呂炳寬 呂炳寬 呂炳寬 2

人事室主任 林更盛 林更盛 林更盛 柯義龍 柯義龍 2

校牧室主任 陳以愛 李貽峻 李貽峻 李貽峻 李貽峻 2

國際長 高少凡 高少凡 高少凡 高少凡 高少凡 1

就業輔導暨校友聯絡室主任 黃皇男 黃皇男 黃皇男 彭泉 潘兆民 3

公共關係室主任 邱瑞忠 黃福瑞 呂炳寬 呂炳寬 呂炳寬 3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楊朝棟 楊朝棟 楊朝棟 楊朝棟 楊朝棟 1

新任主管比例 3/14 9/15 2/15 3/15 4+/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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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 FB 2015/1/26 

 

東海大學第三十三屆董事會 第八次董事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民國一 Ο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二時正 

地點：東海大學第一會議室 

主席：曾紀鴻董事長 記錄：游子瑩 

五、討論事項： 

提案(四) 湯校長違反私校法 41 條規定「校長應專任」暨嚴重行政缺失案進行答

辯，請 討論。 (提出單位：董事會) 

說明： 

1. 依私校法 41 條規定「校長應專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擔任校外專職。」，

本(第 33)屆董事會於民國 103年 6月董事會議決議，責成湯校長應專任本校校長，

湯校長第二次借調期間至民國 104 年 1 月 31 日終止，東海大學不再向成功大學

借調。請參閱附件本會 102 年 8 月 30 日本會致成功大學函，及 102 年 11 月 19

日成功大學函覆明確指出「湯教授借調案業經本校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

意，期間自 103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1 月 31 日止。」 

2. 頃接獲成功大學相關單位訊息，湯校長並未完成終止成功大學教職手續，且

未獲董事會批准，私自與成功大學接洽訂立借調合約。董事會於 104 年 1 月 17

日晚間 7 時由董事長及幾位董事，一同於董事會辦公室以電話擴音方式洽詢，湯

校長電話中承認係以個人印鑑訂定借調合約，並允於 104 年 1 月 19 日將所簽署

之合約傳真至董事會辦公室。 

3 監察人於 104 年 1 月 18 日致函董事會，函述接獲 4 位校內主管分別陳情舉報

湯校長近期有多項不當行政作為，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且指出『於 103 年連

續幾期董事會會議中，已有多位董事發言，指出湯校長閃躲、規避董事會監督，

且於多項行政業務執行上嚴重落後，湯校長已經明顯失職。更具體地是，於近一

個月之內，已經有二位董事表達對湯校長之任職不再信任，分別以書面提出辭職

董事之信函，他們函中明白指出，湯校長「屢次催促下才遲遲提出的中長程計

劃…」、「他的留守東海大學，不可能有任何作為」。』 

4. 本會依一般聘任合約程序，特別就上述事項，請湯校長接受詢問及答辯。 

5. 於湯校長接受詢問答辯後，請湯校長及江銘鐘董事退場迴避，本會再進行討

論。 

 

決議： 

1. 茲因湯校長未經董事會同意，自行以東海大學名義與成功大學訂定之「合作

合約」有圖利私人之實，又有偽造文書之嫌借調其本人擔任校長自 104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止一事，侵害董事會職權。復以本會收到由教務處、學

務處、研發處等三位主管具名親簽來函董事會之陳情書，舉報湯校長不當行政作

為，函中直言「近日校長有諸多舉措，其事理均超出我們所能理解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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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內部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具名親簽來函董事會，舉報校長秘書室「有一不

來上班、但可領薪的幽靈雇員…」，且指出『本校內稽委員會主任委員因查察校

長是否濫用人事權，即遭秘書室提請立案』，以上事項有待釐清查證。 

2. 主席經徵詢現場董事意見，當場投票表決 10 票贊成，0 票反對，贊成票已達

現有董事名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作成決議湯校長暫予停職以待調查，生效日期

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1 日 19 時起。 

3. 於代理校長報部核定之前，由巢志成副校長擔任校長職務代理人。學校人事

調整，非例行性財務支出暫時凍結。 

4. 董事會成立特別任務小組，由曾董事長擔任召集人，協助學校推動校務運作

相關事宜。 

5. 於湯校長停職期間，對外由曾董事長擔任發言人。 

6. 函請教育部派員協助參與調查事宜。 

 



2015/3/23 舉發校董介入工程 東海大學校長遭停職 - 焦點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50191/print 1/2

東海大學校長湯銘哲（右）昨開記者會，指因

向教育部檢舉校內弊案，卻遭東海大學董事會

無預警逼退。（記者劉信德攝）

2015 -01 -24

〔記者曾韋禎、蘇孟娟、林曉雲／綜合報導〕東海大學董事疑介入校內工程，遭校

長舉發後，董事會竟將校長停職，教育部已組成調查小組，若確認董事會違法，可

要求校長做完任期；若董事有不法情事，則可強制解除董事一職。

湯銘哲：與校方訂 3年聘約

東海大學校長湯銘哲昨天在立委陳學聖、

蔡其昌、鄭麗君陪同下召開記者會。湯指

出，他曾要求董事會啟動稽核，調查董事

江銘鐘介入校內工程「綠之心」的項目變

更及追加款項情事，並要求校方別在意工

程延宕的違約罰款，但因董事會無力處

理，於是他又轉請教育部查察。但東海卻

在廿一日召開臨時董事會，決議將他「暫

予停職，以待調查」。

湯銘哲質疑，原本的臨時董事會應就江銘

鐘不當介入校內工程進行專案報告，怎會

轉移焦點，在毫無理由下將校長停職？且

遍查學校相關法規，董事會均無「停職」

依據，董事會怎能無視當初三年任期之聘

約，隨意將他停職？

董事會：湯被檢舉多項缺失

陳學聖指出，江銘鐘形象不佳，過去就傳

出曾帶團出國賭博賺佣，還因此遭停權一

年；蔡其昌批評，東海規章上並沒有「停

職」規定，東海董事會難道是私設刑堂？

董事會則指出，董事江銘鐘已自動停權，湯銘哲則是有多項行政缺失遭人檢舉，包

括上週無預警宣布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等三位主管「主動配合其人事調整，辭

去職務」，但三人卻聯名向董事會陳情「任期未滿，且自認無重大違失，也無辭職

之舉」；另有「不上班、但可領薪的幽靈雇員」人事疑案等。此外，私校法規定

「校長應專任」，湯銘哲疑未經董事會授權，自行與成功大學訂定借調合約。

 焦點

舉發校董介入工程 東海大學校長遭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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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3 舉發校董介入工程 東海大學校長遭停職 - 焦點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50191/print 2/2

湯銘哲回應，任命三長屬校長權責，董事會原本也同意他借調三年，且有白紙黑

字，董事會不管任何理由，都不能違反法令。

教育部：校長不能隨意停聘

教育部政次陳德華表示，私校董事會聘任校長，有聘任合約，聘約亦有任期，董事

會不能隨意停聘或解聘，教育部將在下週一到校調查停職是否合法？董事介入工程

是否屬實？也會一併調查湯銘哲被檢舉案的內情。

依私校法規定，校長若被提起公訴，在判決確定前，學校得予「停聘」；若經判決

確定有罪，或嚴重違反教育法令，或有損師道情節重大者，學校應予「解聘」。董

事會不能隨意停職任期內的校長。

自由時報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 2015 The Liberty Times. All Rights Reserved.



舉發董事包工程 東海校長驚爆遭逼退 
2015 年 01 月 23 日 12:13  

楊毅、姚志平 

 

原東海大學校長湯銘哲（右二）23 日在立委蔡其昌（左起）、陳學聖陪同下舉行記者會。（姚志平攝） 

東海大學爆發董事會逼退校長驚人內幕！國民黨立委陳學聖今天上午舉行記者會指出，去年在鄭捷北捷

殺人事件後，曾以「用愛化解仇恨」對外發表談話的東海大學校長湯銘哲，因出面舉發該校董事江銘鐘

介入校內工程等不當情事，21 日竟反遭董事會無預警逼退，要求「暫予停職調查」處分。教育部至今卻

無任何動作，陳痛批，「董事會將好校長逼走，將好學校搞爛，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大學退場機制？」 

陳學聖上午陪同湯銘哲舉行記者會。湯銘哲指出，江銘鐘嚴重介入學校工程，包括更改工程項目、追加

預算等，導致該校「綠之心」窒礙難行，工期延宕 1 年 10 個月之久。 

湯銘哲爆料，去年 10 月，江銘鐘曾打電話找該校總務長鄭奇正到台北開會，要求總務長不要太在意營造

廠工期延宕的違約罰款，還稱這件事「不必讓校長知道」、「董事長是聽我的」云云。 

湯銘哲說，他到東海擔任校長 2 年來，發現江銘鐘過去一直涉入學校工程，「予取予求、素行不良」。為

善盡大學良善治理責任，他因此在董事會揭發此事，但董事會卻稱「無力處理」，不得已才請教育部介

入調查。未料，教育部尚未啟動調查，董事會前天卻無預警召開臨時董事會，沒有任何理由，就宣布將

他停職，令人非常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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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依據該校捐助章程，並無將校長停職的相關規定，為何董事會可以逕自將他停職？將東海大學

數萬名學生的教育權利置於何處？對台灣高等教育更是很大危機，因此他一定要將事情說出來，並已委

請律師協助處理。 

對此，出席記者會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馬湘萍表示，今年 1 月 9 日，教育部接到東海大學公文，請

該部查處此事，但因「長官覺得這件事情滿嚴重的」，希望組成調查小組，預計下周將派督學與法制處

人員到該校詳細調查，依法、依程序釐清後，會作出合乎法理的決議。 

不過，馬湘萍坦言，依據《私校法》規定，只有「停聘」和「解聘」處分，並無「停職」規定。被問到

湯銘哲目前是否可以回校長室，執行校長職權？她則語塞，不願正面回應，還稱湯被停職「我們也是今

天才知道」。在陳學聖逼問下，馬才說，若發現董事會有不當處置，將予以糾正。 

面對教育部處理「牛步化」，陳學聖不滿批評，董事會對校長停職毫無法律依據，且沒有任何調查理由，

過程實在太過粗暴。教育部對此卻拿不出魄力，動作真的太慢了，如果他是教育部長，現在早就到東海

大學瞭解情形，不會坐視這件事繼續下去。 

他並嘲諷，原來董事會將好校長趕走，再將好學校搞爛，「難道就是所謂的大學退場機制？」 

東海大學畢業的民進黨立委蔡其昌痛批，江銘鐘過去背景高度爭議，又極為不合理涉入學校工程，董事

「私設刑堂」，不爽就將揭發此事的校長換掉，為何教育部遲無動作？他要求教育部應儘速處理，將事

情查個水落石出，有違法亂紀就移送檢調單位調查。 

民進黨立委鄭麗君也強調，這不僅是個案，還涉及相關法規解釋與執行，如果連教育部都無法回答後續

如何處理，顯然「適法性」需要檢討，她要求教育部應對此事進行專案調查，不要傷害到個人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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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6, 2015 

東海大學教師會鄭重聲明 

 

針對本校校長與董事會近日發生的爭議，本會除感謝近日校友、家長與社會大眾

的關心外，謹聲明如下： 

東海大學創校六十年，一向秉持優良傳統，堅持理想，各項制度完備、基礎堅實。

此時全體教師必持續善盡教師本分，維護學生受教權，不致受任何單一突發事件

影響。 

籲請董事會： 

1. 遭湯銘哲校長指控的該位董事立即辭職，其與湯校長之對錯是非已經進入司

法程序，但其爭議性已造成本校無可彌補的傷害，我們籲請該位董事自行請

辭。 

2. 盡速公佈對湯銘哲校長停職決議之內容及事證以昭公信，避免以訛傳訛，混

淆視聽。 

3. 在不違法的前提下，舉凡董事人事、校長遴選、捐助章程、會議紀錄等資訊

均應主動即時公佈。 

基於以下情事，呼籲湯銘哲校長立即辭去東海大學校長與 TEFA 董事長等東海大

學相關職務： 

1. 湯校長自行發文成功大學借調、簽約、給付回饋金，僭越董事會職權且發文

過程違反本校行政程序。 

2. 湯校長被停職調查原因與其指控董事違法乙事無關，卻於教育部調查之前召

開記者會陳述其片面之詞，造成東海大學名譽受損。 

3. 湯校長與董事會之間已無信賴基礎，且任內諸多爭議作為，已不適合領導本

校。 

 

東海大學教師會理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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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6 

教師會公開信：寒冬中的日光（教師會來函） 

 

親愛的同仁：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這一波的寒流，此時的東海需要看清問題、坦誠面對，找出共

同前行的方法。我們相信陽光終會照耀青草地，蕭瑟的校園終究會過去，教師會

對校長不續任的公開信有下面幾點回應： 

1. 對董事會的呼籲 

校長多方、嚴厲指控董事涉入校務及干涉校長職權，我們沒有詳細資料，不知校

長指控的實質內容，但贊同董事應該依法行使職權，不應不當介入校務或不當施

壓同仁。我們呼籲董事長及董事會應對校長指控之事，儘速釐清、明確處理、並

公開說明以避免損害擴大。我們期待校長指控董事的事證可攤在陽光下，避免造

成流言四起，無辜東海受害。教師會也期望董事會的組成及運作，能更加公開、

透明，並建立董事會與東海教職員生常態性的溝通平台，促進雙方的了解。 

2. 對校長的回應 

我們不認同校長大規模訴諸不知情學生、海內外校友及社會人士的做法（數萬封

信、臉書發文、行文教育部）；我們不願東海數十年良好的校譽，因校長的發言

而被社會大眾貼上「積弊已久」的標籤；校長對董事的指控，也無法合理化教師

會「烏雲篇」中提到的種種校務問題。未來一年，東海需要面對系所評鑑及少子

化的衝擊，關鍵時刻，我們看到的卻是：要求重要行政主管（教、學、總、研）

請辭，與董事會、教師會互信不足、偏執理念的堅持、除弊正義與宗教語彙交織。

我們擔心口號、標籤充斥，我們擔心撕裂及不理智的行為繼續擴大，我們擔心東

海一再錯失時機，士氣喪盡。誠如柯林頓總統 1992 年有名的競選訴求"It's the 

economy"，我們真是要說"It's the attitude and the leadership "。期待校長清楚告

訴我們，您將會以何種態度與作法面對目前困境？我們期待公開、理性、面對面

的溝通。 

3. 日光下午茶 

東海正面對冰風暴，我們需要尋找日光、共商未來。教師會將於 12/24 下午舉辦

「日光下午茶」，誠摯的邀請大家來參加，談談我們的學校、抒發我們的鬱悶、

歡度聖誕也一起享用下午茶。我們竭誠歡迎董事長、董事、校長及行政團隊能夠

參與，我們希望能夠面對面、理性溝通，聽聽校方對未來的想法與做法，也希望

可以找到幫助東海走出冰風暴的共識。會議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將另行通知，

這是迎接日光重要的起點，歡迎大家一起來，我們將溫和、堅定往前行，我們找

回東海。 

教師會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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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聯絡人：紀盈如
電　話：(02)77365654

受文者：東海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1040013674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 貴會104年1月21日第8次董事會議決議湯校長停職案

，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會104年1月23日(104)東紀董字第013號函。

二、依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訂定準則第5條規定略以，董事

會議之召集程序應包括會議召集人、開會通知、相關事項

討論案及議程內容等，並應於一定期間內送達各董事；又

貴會捐助章程第16條規定略以：「......重要事項之討論，

應於會議十日前，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將議程通知各

董事」；查依 貴會提供之資料顯示，103年12月26日(103)

東紀董字第058號及104年1月9日(104)東紀董字第002號開

會通知單登載之討論案與104年1月21日會議紀錄登載之討

論案顯有不同，會議召集程序未符 貴會捐助章程及上開規

定，爰所作校長停職決議已有明顯瑕疵，為免衍生後續更

多爭議，有關校長停職後衍生之下任校長遴選相關作業程

序，應立即暫緩辦理。

三、另請於文到後2日內具體說明下列事項，並報部評核：

(一)請查明貴會104年1月21日決議通過湯校長停職案之法令

依據、法律效果及調查期程等事項，俾利釐清其適法性

第 1 頁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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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查明江董事是否介入學校工程案及其行為是否有違 貴

會所訂行為規範；倘經查證屬實且影響董事會之聲譽，

應依 貴會捐助章程第9條第3項第2款規定辦理。

正本：東海大學董事會

副本：東海大學、本部督學室、會計處、法制處、高等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01/28
14: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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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聯絡人：曾新元
電　話：(02)77366155

受文者：東海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2月3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1040016577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　貴會104年2月1日第33屆第9次董事會議決議，自

104年2月1日下午6時起立即解聘湯銘哲先生之校長職務一

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會104年2月2日（104）東紀董字第018號函（副本

）及同日（104）東紀董字第019號函。

二、本案涉及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依私立學校法第32條規定，校長解聘程序係屬董事會之

重大事項；另依貴會捐助章程第16條規定，第13條所列

重要事項之討論，應於會議10日前，以可供存證查核之

方式，將議程通知各董事。

(二)依私立學校法第33條第1項規定，董事會議決議內容違反

法令或捐助章程者，無效。

(三)依私立學校法第43條第2項規定，校長經判決確定有罪，

或嚴重違反教育法令，或有損師道情節重大者，學校法

人應即解聘，並重新遴選校長；同法施行細則第32條規

定，所稱嚴重違反教育法令，係指校長違反教育法令強

制或禁止規定。

三、貴會以湯校長越權借調自己，逕自召開記者會，損及貴會

第 1 頁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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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東海大學聲譽之事由，決議依私立學校法第43條第2項

「嚴重違反教育法令」及「有損師道情節重大」解聘校長

一節，經查前開指稱之事由，並非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2條規定所訂「嚴重違反教育法令」之範疇，且實務上亦

難以認定所指屬「有損師道情節重大」，爰 貴會決議解聘

校長之理由，未符合私立學校法第43條第2項要件及比例

原則。

四、另查貴會104年1月21日（104）東紀董字第009號開會通知

單即函知各董事討論湯校長解聘案，惟104年2月1日召開

之董事會議決議，其解聘理由之一係湯校長在未經董事會

授權下於104年1月23日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影響學校聲

譽，貴會以事後發生之事件作為解聘校長之理由，實非妥

適；且本部於104年1月26日針對校長停職爭議案到學校與

　貴會進行資料查察及相關人員晤談，當天貴會並未說明

業已針對校長解聘案另發函各董事，顯有刻意不揭露相關

訊息之情事。

五、由於貴會104年2月1日第33屆第9次董事會議決議已違反上

開法令，依私立學校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請　

貴會依下列期限配合辦理相關事項：

(一)於文到2日內提供104年2月1日第33屆第9次董事會議通知

送達各董事之證明文件，如董事簽收單及簽收日期、掛

號郵件送達憑證等。

(二)於文到2週內儘速召開董事會議，另作適法之處分，若屆

期仍未改善者，本部將依私立學校法第25條及77條等相

關規定辦理，並納入本部相關獎補助款考核之參據。

正本：東海大學董事會

副本：東海大學、本部高等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02/03
17: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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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聯絡人：紀盈如
電　話：(02)77365654

受文者：東海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104001680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　貴會申復董事會議決議湯校長停職暨相關事宜案，

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會104年1月30日(104)東紀董字第016號函。

二、有關　貴會所作校長停職決議，依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

訂定準則第5條規定略以，董事會議之召集程序應包括會

議召集人、開會通知、相關事項討論案及議程內容等，依

　貴會103年12月26日(103)東紀董字第058號及104年1月9

日(104)東紀董字第002號開會通知單登載之討論案與104年

1月21日會議紀錄登載之討論案顯有不同，會議召集程序

未符前開規定，顯有瑕疵，應不生效力，業經本部104年1

月28日臺教高(三)字第1040013674號函復在案(諒達)。

三、又因校長停職決議實質上將使校長無法行使職權，恐影響

學校校務運作，所涉層面應屬重要事項之範疇，仍應依私

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上開規定及 貴會捐助章程之召

集程序規定辦理。至本部前揭函文請　貴會查明江董事所

為行為一節，請依召集程序召開董事會議後將查處結果儘

速函報本部。

四、另查 貴會業於104年2月1日決議解聘校長，因該次決議違

第 1 頁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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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法規定，依本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本部於

104年2月3日臺教高(三)字第1040016577號函復在案(諒達

)，爰請依該函指示儘速辦理相關事宜。

正本：東海大學董事會

副本：東海大學、本部法制處、高等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02/12
1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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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聯絡人：紀盈如
電　話：(02)77365654

受文者：東海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2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104002456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　貴會函詢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41條「專任

」規定、江董事是否介入學校工程之處理及請本部准予重

啟下任校長遴選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會104年2月16日(104)東紀董字第025號函暨104年2

月17日(104)東紀董字第027號函。

二、有關本法第41條「專任」規定、湯銘哲校長(以下簡稱湯

校長)借調爭議以及停職是否列為重要事項一節，說明如

下：

(一)依本法第41條第4項規定：「......校長應專任，除擔任本

校教課外，不得擔任校外專職」，所稱之「專任」係指

校長於受聘期間應以該職務為主要之專職工作；查湯校

長業經　貴會101年6月8日董事會議決議向國立成功大學

借調擔任東海大學第8任校長，並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

校務，且依「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第3點規

定，湯校長借調期間已留職停薪，爰尚無校外專職之情

形，並無違反本法第41條規定。

(二)另查　貴會101年8月3日發予湯校長聘書之聘任期間為3

年(自102年2月1日起至105年1月31日止)，其任期業經本

第 1 頁 共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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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01年12月11日臺高(四)字第1010229341號函核定在案

；次查，貴會於101年8月7日(101)東海董國字第047號函

文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借調3年，經該校101年11月2日成大

人字第1012900945號函復同意在案，惟依其借調規定須

逐年申請，爰湯校長於101年11月12日簽立同意書表示倘

聘任期間國立成功大學逐年借調申請有問題，願意自成

功大學辭職，專任東海大學校長職務；貴會復依上開借

調規定於102年8月30日以(102)東群董字第043號函文國立

成功大學申請第2次借調在案。

(三)綜上，依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及雙方契約規

定，並考量校務運作穩定性，貴會應每年函文該校申請

借調，惟　貴會怠於行使第3次借調程序，未執行101年6

月8日董事會議決議，影響學校正常運作，致學校主動函

文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借調所衍生之爭議，尚難全部歸責

於湯校長。

(四)另查　貴會104年1月21日決議校長停職，已使校長無法

行使職權，其實質效力與本法第43條第1項之停聘相當，

而　貴會又於104年2月1日決議校長解聘，均將影響學校

校務運作，所涉層面應屬重要事項範疇，爰為保障及維

持學校校務正常運作，並落實私立學校董事會與校長權

責劃分之立法精神，仍受本法第32條及第43條規定拘束

。又　貴會上開兩項決議，本部業分別於104年1月28日

臺教高(三)字第1040013674號函及104年2月12日臺教高(

三)字第1040016801號函認定停職決議因會議召集程序顯

有瑕疵，應不生效力；104年2月3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016577號函認定解聘決議不符合本法第43條第2項規

定，依本法第33條規定應屬無效；爰湯校長現仍為東海

大學校長，應無後續須依學校組織相關規定所定人員指

派代理校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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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於　貴會函請本部准予重啟　貴校下任校長遴選作業

，因　貴會尚未依本部104年2月3日函文限期提供104年2

月1日第33屆第9次董事會議通知送達各董事之證明文件

及就校長解聘另作適法之處分，為避免外界混淆致衍生

相關爭議，爰仍應暫緩辦理。

三、有關法務部調查局臺中調查處業函請東海大學提供相關工

程標案等資料，該案係針對學校工程執行情形是否涉及刑

事案件所為之司法調查，與江董事是否介入學校工程及其

行為是否有違　貴會所訂之行為規範未盡相同，爰仍請　

貴會依本部104年1月28日函文辦理，倘經查證屬實且影響

董事會之聲譽，應依　貴會捐助章程第9條第3項第2款規

定辦理。

四、基於本部104年2月3日函文　貴會就校長解聘案依法認定

無效，並限期　貴會提供相關資料與另作適法之處分，惟

　貴會仍未有積極作為，爰特予糾正，並列入「教育部獎

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行政運作考核項目扣減

獎勵款；另江董事是否介入學校工程部分，仍請依上開函

文及本法第29條第1項規定行使董事職權並積極處理，屆

期仍未改善者，將納入本部相關獎補助款考核之參據。綜

上，請　貴會文到2週內儘速召開董事會議，就上開兩事

項做成適法之處分，倘屆期仍未改善者，將依本法第25條

、第55條及第77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正本：東海大學董事會

副本：東海大學、本部法制處、高等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02/26
17: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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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函 
機關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聯 絡 人：朱作宜 

聯絡電話：04–23590121#21008 
電子郵件：ju1009@thu.edu.tw 
傳  真：04–23596055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13日 
發文字號：東哲秘二字第 1043100039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本校所有行政及用印等相關事項之作業流程，一律恢復至民

國 104年 1月 21日 19時起校長遭本校董事事會停職前狀態

，敬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教職同仁遵照辦理。 

說明：依據教育部 104年 2月 12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016801號

函示（略以）：本校董事會對湯銘哲校長所作之校長停職決

議，應不生效力；另有關決議解聘校長則應屬無效。 

 

正本：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本校各一二級教學單位、、本校其他單位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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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三十三屆董事會  

第十一次董事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一Ο四年三月八日（星期日）下午三時正 

地點：東海大學台北辦事處 

主席：曾紀鴻董事長                                    記錄：游子瑩 

出席：曾紀鴻董事長、王國明董事、杜書伍董事、林文彬董事、邱上嘉董事 

周德璋董事、陳錦生董事、游文卿董事、楊濬中董事、劉語安董事 

蕭隆昌董事，共計11位董事。 

列席：詹彩虹監察人、詹耀文監察人。 

      育群國際法律事務所羅豐胤律師。 

請假：唐堂董事 

 

程序： 

五、討論事項：  

 

提案(二) 湯校長解聘再議以及後續處理事宜案，提請  討論。 

  (提出單位：董事會)  

説明：依據教育部104.1.28臺教高(三)字第1040013674號函、104.2.3 

臺教高(三)字第1040016577號函、104.2.12臺教高(三)字第 

1040016801號函、104.2.26臺教高(三)字第1040024566號函辦理。 

議決過程：茲因湯銘哲先生於第3年任期借調公文有明顯問題以及影響

校務運作之作為有諸多違反情事，提出討論。 

1.本會於104年1月21日19時本會決議湯銘哲先生暫予停職以待調查 

，並即以書面通知親交湯銘哲先生本人。自此始於湯銘哲先生停

職期間，得基於客觀之立場，審酌對於湯銘哲先生之一切有利及

不利證據，作出公平合理之最終處分。停職期間，除湯銘哲先生

不得執行東海大學校長職務外，其他湯銘哲先生所得享之權利不

受影響。 

2.本會於103年12月8日董事會議前收到湯銘哲先生2014年12月7日

23:27以標題為「不續任與借調案」之電子郵件，「請董事會同意

第三年借調…」，且願意自行負擔學術回饋金(參見附件一)。由此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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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郵件可知，湯銘哲先生明知申請借調屬於董事會職權，且借調

會發生學術回饋金之問題，但在董事會不擬借調第三年任期之情

況下，仍故意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三

項「校長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決

議…」，擅自以東海大學名義與成功大學簽訂合作合約(參見附件

二)，且合約記載第三條「乙方（東海大學）同意…支付新台幣壹

拾貳萬伍千零捌拾肆元整之回饋金」、第四條「乙方（東海大學 

）…支付甲方（成功大學）回饋金…甲方回饋金均不退還乙方」

等，是以東海大學的公款去支付湯銘哲教授個人之借調回饋金，

與其電子郵件所述不一致，嚴重違背基本教育行政法令之利益迴

避原則、圖利自己，僭越董事會職權並造成東海大學損失，明顯

構成背信罪，要無疑義。 

3.湯銘哲先生之前刻意隱瞞未呈報、未經核准、未經正規作業流程 

，自行與成功大學簽訂之103年12月23日合作合約，及未經本會核

准、未經本校正常人事作業流程、自行發文借調自己之104年1月8

日致成功大學函，並104年1月12日成功大學致東海大學回函，此

三項文件本會董事長、各董事、二位監察人完全被隱瞞無人知悉 

。皆係於104年1月21日會議進行中始陸續取得，本會已於會議後

據此取得之文件，逐項分別向相關單位進行查核業經屬實，參見

104年2月2日成功大學致東海大學成大人字第1040001461號復函(參

見附件三)。 

4.湯銘哲先生於104年1月8日致成功大學函，並104年1月12日成功大

學致東海大學回函，皆未副本東海大學董事會、亦未副本東海大

學人事室，事後並隱瞞不向此二單位呈報核准、或予以核備，刻

意逃避本會對其之監督此舉顯然已侵犯董事會職權，嚴重違反私

立學校法第41條第三項「校長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

學校法人董事會之決議，受其監督、考核…」，且已嚴重破壞本

校人事作業程序。 

5.湯銘哲先生於104年1月8日，自行發函成功大學，申請其第三年任

期借調之手續，而此函之附件為逾期之「東海大學董事會函」，

係東海大學董事會於102年8月30日致成功大學函，該函載明「…

依貴校相關規定需逐年申請，特函敬請查照惠予同意見復。」，



  

而該函已於102年11月19日成功大學致東海大學成大人字第

1022900901號復函(參見附件四)處理完畢。湯銘哲先生此種「移花

接木、瞞天過海」之行徑，實已涉及使用文書不符合作成該文書

之原始用途，湯銘哲先生此項惡劣負面示範業已嚴重不符合身為

大學校長之崇高道德期待，亦使本會對其委託治校之信任蕩然無

存。 

6.湯銘哲先生縱然對於本會之停職待查決議有所不滿，仍得向本會

或是向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提出異議或申辯。不料湯銘哲先生卻逕

行於104年1月23日上午十時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以片面之偏頗

資料藉由立法委員質詢責難教育部長官、並訴諸媒體企圖誤導社

會輿論。此舉，既未經董事會核可，亦未經董事長授權，而其結

果顯然已違背行政倫理並有違師道，更嚴重毀損東海大學聲譽。 

7.本會已函請教育部派員協助調查，教育部且已於本年1月26日蒞校

訪察，有關湯銘哲先生嚴重違反私立學校法，刻意逃避本會對其

之監督侵犯董事會職權之借調案件，並已取得相關文件，惟教育

部至今仍未對湯銘哲先生違法行為作出任何裁示。 

8.詹監察人彩虹104年1月18日致本會函中二項附件陳情書及舉報函

所述，湯銘哲先生妨礙稽核調查之工作，及以不實聲明三位一級

主管「主動配合職務調動」，湯銘哲先生上述行為顯然已經嚴重

影響校務正常運作。且大學校長身負社會崇高期待，東海大學校

長乙職肩負本學校教育理念之實踐，其作為顯然已不堪勝任校長

一職。 

9.綜上多項行政缺失，湯銘哲先生顯然已嚴重違反身為校長受本會

委託治校之基本誠信原則，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三項「校長

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決議，受其

監督、考核…」，並顯然符合私校法第43條第二項 嚴重違反教育

法令，有損師道情節重大。 

10.董事會與校長係「委任」契約之關係，以互信為基礎，既然互信

已失，契約即無以存續。民法第549條亦足資參照。本會對於湯銘

哲先生信賴既已被破壞無遺，聘約縱訂有聘期，亦得立即終止。 

11.依私校法第41條及本校捐助章程第12條第5款，考核校長之作為， 

      為本會之法定職權，本會認為湯銘哲先生已不適合再擔任東海大 



  

   學校長乙職。 

12.本校捐助章程第12條第5款明定，董事會有解聘校長之職權，為維 

護校譽、確保學校安定及永續發展，唯有解聘一途。 

13.本會已於本年1月21日會議中給予湯銘哲先生說明辯解之機會，並

先停職調查，以釐清事實，因此解聘程序足以完備。 

14.另，湯銘哲先生於本年2月24日的學校導師會議，在未獲得任何董

事會函文通知前除自行復職外，更公開說道其多位好友擔任教育

部教學卓越計畫審查委員，「因為教育部的這些審查委員我們都

很熟，委員長陳定信院士，是我們長期的夥伴，複審、副委員長

是成大，我的舊友叫做高強，前校長，所以二月四號教育部在公

佈教學卓越計畫，當場減了一千萬，給董事會作為警告的作用 

…」，因此將給東海大學的教學卓越獎補助款減了一千萬元，此

舉已違其自稱忠良校長、未忠於所託付之職務，請參見附件本年2

月24日的學校導師會議錄音紀錄及文字轉抄本(參見附件五)。 

15.謹請參議決過程之相關「理由事實說明」內容以及針對教育部來

函之 「法律意見書」，敬詳如本次會議紀錄附件。(參見附件六) 

決議：1.主席經徵詢出席11位董事意見，當場投票表決10票贊成，1票反

對，贊成票數已達現有董事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2.本會已於民國104年2月1日18時解除湯銘哲先生東海大學校長

職務，為避免程序爭議，茲再次確認解聘湯銘哲先生東海大學

校長及其他東海大學校長相關單位之職務。 

3.並同時確認終止本董事會與湯銘哲先生於101年8月3日簽訂之

聘約。 

4.對於本校代理校長問題，維持104年2月1日東海大學董事會第9

次會議之決議，同意通過由林振東教授擔任本校代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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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重要經歷 現任到職日

蕭隆昌 福昌公司總經理 1999/3/16

江銘鐘 保實國際開發董事長 2001/6/1

周德璋 前中正大學理院院長 2004/6/24

林文彬 先進光源產業協會理事長 2007/5/25

曾紀鴻 前衛理公會會督 2007/5/25

王國明 元智大學創校校長 2011/1/24

游文卿 前東海工院院長/李長榮化工顧問 2011/1/24

劉語安 常在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2011/1/24

陳宇嘉 校友總會會長 2013/7/5 離任中

杜書伍 聯強國際總裁 2014/5/13

唐堂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2014/5/13

楊濬中 前朝陽大學, 前逢甲大學校長 2014/5/13

陳錦生 前長榮大學校長 剛到任

邱上嘉 前雲林縣副縣長 剛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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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9/12 沈祖海 吳舜文 吳清邁 周聯華 董大成 蔡順福 徐正觀 王亢沛 李福登 顏春輝 王必成 陳岱礎 徐炳堅

1994/7/28 董大成 蔡順福 徐正觀 王亢沛 李福登 顏春輝 王必成 陳岱礎 徐炳堅 沈祖海 吳舜文 吳清邁 周聯華

1996/8/22 吳清邁 王必成 陳岱礎 吳舜文 周聯華 侯世凱 齊錫生 簡啟聰 趙金祁 王國明 林憲德 黃台芬 胡其龍

1999/3/16 吳清邁 李亦園 陳岱礎 林振國 蕭隆昌 章啟明 齊錫生 簡啟聰 趙金祁 江昭儀 林憲德 黃台芬 陳修忠

2000/8/14 吳清邁 李亦園 王國明 林振國 蕭隆昌 章啟明 齊錫生 簡啟聰 趙金祁 江昭儀 林憲德 黃台芬 陳修忠

2001/6/1 章啟明 陳修忠 王國明 鍾玲 伊慶春 吳清邁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李亦園 蕭隆昌 林振國

2002/12/9 吳清邁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章啟明 陳修忠 王國明 鍾玲 伊慶春 楊澤泉

2003/7/14 吳清邁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陳修忠 王國明 鍾玲 伊慶春 白崇亮 沈哲鯤

2003/12/11 吳清邁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陳修忠 王國明 鍾玲 伊慶春 白崇亮 沈哲鯤

2004/6/24 江宏凱 蕭隆昌 鄭清和 王國明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吳清邁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林振國

2005/1/7 吳清邁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鄭清和 王國明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2005/5/13 林振國 謝永祿 謝南強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吳妍華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蕭隆昌

2005/12/2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謝永祿 謝南強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吳妍華 簡啟聰

2007/1/3 吳妍華 簡啟聰 江銘鐘 林憲德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謝永祿 謝南強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2007/5/25 吳妍華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林哲藝 林文彬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2008/4/11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林哲藝 林文彬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吳妍華

2009/2/20 吳妍華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林哲藝 林文彬 曾志朗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2009/7/15 吳妍華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蔡清華 林文彬 洪蘭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2010/1/7 蔡清華 林文彬 洪蘭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吳妍華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江宏凱 蕭隆昌 林振國

2010/5/7 吳妍華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羅祥安 蕭隆昌 林振國 蔡清華 林文彬 洪蘭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2011/1/24 蔡清華 林文彬 洪蘭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劉語安 游文卿 王國明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羅祥安 蕭隆昌 林振國

2012/3/21 林文彬 賴明詔 周德璋 白崇亮 沈哲鯤 劉語安 游文卿 王國明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羅祥安 蕭隆昌 林振國 蔡清華

2012/12/26 羅祥安 蕭隆昌 齊錫生 蔡清華 林文彬 賴明詔 周德璋 陳金蓮 沈哲鯤 劉語安 游文卿 王國明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2013/7/5 林文彬 賴明詔 周德璋 陳金蓮 沈哲鯤 劉語安 游文卿 王國明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羅祥安 蕭隆昌 齊錫生 陳宇嘉

2014/1/13 賴明詔 周德璋 陳金蓮 沈哲鯤 劉語安 游文卿 王國明 汪群從 江銘鐘 曾紀鴻 羅祥安 蕭隆昌 齊錫生 陳宇嘉 林文彬

2014/5/13 林文彬 楊濬中 周德璋 唐堂 沈哲鯤 劉語安 游文卿 王國明 杜書伍 江銘鐘 曾紀鴻 吳清基 蕭隆昌 齊錫生 陳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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