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 100 年度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 

獲選名單 

序號 推薦單位 職稱 姓名 

1 本部人事處 處    長 陳國輝 

2 本部大陸工作小組 執行秘書 周以順 

3 國立政治大學 校長 吳思華 

4 國立中興大學 校長 蕭介夫 

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戴嘉南 

6 國立東華大學 校長 黃文樞 

7 國立嘉義大學 校長 李明仁 

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校長 陳希舜 

9 本部會計處 科長 楊淑蘭 

10 本部人事處 專員 王慧茹 

11 本部秘書室 科長 陳素艷 

12 本部國教司 科長 武曉霞 

13 本部高教司 科長 廖高賢 

14 本部技職司 專員 江增彬 

15 本部體育司 專門委員 林哲宏 

16 本部中教司 副司長 黃坤龍 

17 本部軍訓處 科長 林曉瑩 

18 本部中部辦公室 科員 陳秋香 

19 國立臺灣大學 助理程式設計師 陳啟煌 

20 國立臺灣大學 專員 陳淑桹 

21 國立臺灣大學 組員 林秋薰 

22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 林月雲 

23 國立政治大學 編審 顧庭伊 

24 國立清華大學 組員 姜乃榕 

25 國立清華大學 程式設計員 林美智 

26 國立中興大學 組長 林秀芬 

27 國立中興大學 組員 許乃文 

28 國立成功大學 組長 李珮玲 

29 國立成功大學 技正 林世澤 



序號 推薦單位 職稱 姓名 

30 國立交通大學 秘書 喬治國 

31 國立交通大學 組長 戴淑欣 

32 國立中央大學 組長 於嘉玲 

33 國立中山大學 組長 嚴徠禎 

34 國立中正大學 組長 陳淑美 

3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技正 蔡仲景 

36 國立陽明大學 組長 王錦華 

37 國立東華大學 組員 廖瑞珠 

38 國立臺北大學 軍訓教官 蔡晶晶 

39 國立嘉義大學 副教授 侯金日 

4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潘朝陽 

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組長 姜驊凌 

4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專員 蔡孟惠 

4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授 陳密桃 

4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組主任 劉芳珍 

4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授 芮翔鵬 

4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授 徐啟銘 

47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教授 樊國恕 

48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教授 李茂順 

4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組員 王甫郎 

50 國立宜蘭大學 組長 王秀娟 

5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技士 何子炘 

5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秘書 黃瑾瑜 

53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專員 江季娘 

5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主任 范碧玉 

5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主治醫師 蔡詩力 

5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專員 黃琦琇 

5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師兼護理長 李秀花 

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授 孫台平 

5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教授 邱坤良 

60 國立聯合大學 技正 林志蒼 

6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護理師 林笑櫻 

62 國家圖書館 編輯 張圍東 



序號 推薦單位 職稱 姓名 

63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副研究員 張美珍 

64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副工程師 戴炎旭 

65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教務主任 蔡玫玲 

66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教師 陳景乾 

67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教師教務主任 吳勝儒 

68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教師圖書館主任 楊傳益 

69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兼教務主任 陳瑞榮 

70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教師兼學務主任 江瑞顏 

71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教師兼教務主任 莊士鋒 

72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教師兼總務主任 鄭美華 

73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社會工作師 簡秋蘭 

74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教師兼實習輔導主任 王怡仁 

75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教師 楊忠模 

76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教師兼附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郭永順 

77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教師兼教務主任 陳連興 

78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教師 羅淑杏 

79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教師 陳漢鄂 

80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兼衛生組長 謝易裕 

81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 李建嶠 

82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技士 賴錦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