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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下半年個人績效獎勵獲獎名單 

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卓越獎 I 

（獎金 1 萬 5,000 元） 
總務處 行政組員 陳韻筑 

卓越獎Ⅱ 

（獎金 1 萬元）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護理師 許文馨  

管理學院 行政組員 侯青青 

生命科學院 行政組員 林舜翔 

特優獎 I 

（獎金 8,000元） 

秘書室 行政組員 陳孟玉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劉銘峯 

圖書館 行政組員 張文治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植物病理學

系) 
行政辦事員 王家麗 

特優獎Ⅱ 

（獎金 5,000元） 

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行政辦事員 王瓊玉 

人事室 專員 曾羿瑜 

人事室 組員 鐘盈佳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技士 蘇心怡 

獸醫學院 行政辦事員 柯怡君 

秘書室(行政議事組) 工友 施明慧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員 曾家盈 

優良獎 

（獎金 3,000元）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行政組員 謝育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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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優良獎 

（獎金 3,000元） 

總務處(資產經營組) 組員 凃雅娟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校務系統

組) 
技術師 江淑如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服務諮詢

組) 
副技術師 梁家銘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組員 洪秀卿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行政辦事員 吳紹榤 

總務處(採購組) 行政辦事員 楊凱婷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行政辦事員 柯姿伶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推廣教育組) 行政辦事員 章懿琇  

圖書館(資訊組) 行政辦事員 羅威   

圖書館(典閱組) 行政辦事員 劉俊宏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技術師 蔡淑清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行政組員 林卉淩 

獸醫學院(獸醫學系) 專員 陳霈琳 

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行政組員 鄭麗珍 

教務處(課務組) 組員 錢美伴 

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組員 蔡易珊 

總務處(事務組) 行政辦事員 賴孟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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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優良獎 

（獎金 3,000元）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行政辦事員 曾麗雯 

文學院(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

所) 
行政辦事員 張祐華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食品暨應用生

物科技學系) 
行政書記 彭貞華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 
工友 巫明貴 

理學院(化學系) 技師 吳宜瑾 

工學院(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行政組員 黃盈純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行政組員 閻菁菁 

管理學院(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

程進修學士班) 
行政辦事員 林憶萍 

教務處(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秘書 陳協成 

教務處(註冊組) 技士 宋雅玲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隊員 葉明哲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 行政辦事員 鄭渝靜 

法政學院(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

所) 
行政組員 吳孟秋 

合計核發金額 20萬 5,000元 

榮譽獎 

(公假 2 日) 

教務處 行政書記 洪雅婷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辦事員 賴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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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榮譽獎 

(公假 2 日) 

總務處 行政辦事員 鄭惠月 

總務處(採購組) 行政辦事員 謝孟芬 

國際事務處(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

組) 
行政辦事員 王鈞儀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企劃行銷組) 行政組員 朱盈虹 

圖書館 行政辦事員 林玉珮 

圖書館(參考組) 行政組員 江佳靜 

人事室 組員 陳昱蓉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劉怡洵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校務系統

組) 
副技術師 陳惠婷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資訊網路

組) 
技士 張雅婷 

藝術中心 行政辦事員 顏琬姿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安全衛生

組) 
副技術師 鄭晶瑩 

文學院 工友 李春美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事務助理員 陳鑫榮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行政辦事員 陳怡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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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榮譽獎 

(公假 2 日) 

工學院 行政辦事員 蔡秀惠 

管理學院 工友 廖運秀 

法政學院 行政辦事員 詹慧玲 

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行政辦事員 施佳安 

榮譽獎 

(公假 1 日) 

教務處(課務組) 事務助理員 蔡本均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組員 陳淑敏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輔導老師 陳怡均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董慶祥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張美惠 

總務處(事務組) 工友 劉慶嵢 

總務處(資產經營組) 工友 林幸媚 

總務處(出納組) 工友 徐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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