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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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獎金 1 萬元,計 3 人）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行政組員 謝育璐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劉銘峯 

主計室 組員 陳美樺 

特優獎 I  

（獎金8,000元,計5人） 

總務處 行政辦事員 鄭惠月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行政辦事員 盧錦惠 

圖書館 行政組員 張文治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行政辦事員 張瀞文 

生命科學院 行政辦事員 葉哲瑋 

特優獎Ⅱ 

(獎金 5,000元,計 7人） 

總務處(出納組) 專員 王瑞毓 

總務處(事務組) 工友 劉慶嵢 

總務處(採購組) 行政辦事員 謝孟芬 

圖書館(校史館組) 行政組員 陳瑛倫 

圖書館(資訊組) 行政辦事員 羅威 

人事室 組員 鐘盈佳 

電機資訊學院 行政辦事員 張嘉怡 

優良獎 

(獎金3,000元,計32人）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行政組員 楊麗螢 

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行政辦事員 陳翔惠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企劃行銷組) 行政組員 游雅筑 

副校長室 行政組員 陳顗名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習商店) 行政辦事員 林怡蜜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行政組員 林卉凌 



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優良獎 

（獎金 3,000元） 

學生事務處 行政組員 賴炯宏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洪育偉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 行政辦事員 林宜亭 

秘書室 行政組員 陳孟玉 

人事室 組員 鄭可欣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技士 張雅婷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高級技術師 楊崇誠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安全衛生

組) 
副技術師 鄭晶瑩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推廣中心) 行政辦事員 陳昕榆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動物科學系) 行政組員 林易欣 

理學院(化學系) 副技術師 黃俊豪 

管理學院 行政辦事員 王品惠 

法政學院(法律學系) 行政辦事員 葉靜芳 

教務處 行政書記 洪雅婷 

教務處(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行政組員 吳姿瑩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李孝華 

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專員 葉容真 

文學院 行政組員 林孟賢 

文學院(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行政辦事員 邱慧瑩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園藝學系) 行政辦事員 梁淑惠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食品暨應用生物

科技學系) 
行政辦事員 彭貞華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組員 董佳昕 



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優良獎 

（獎金 3,000元） 

管理學院(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行政辦事員 何純慧 

教務處(課務組) 行政辦事員 趙潔怡 

教務處(課務組) 組員 錢美伴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行政辦事員 陳怡瑾 

合計核發金額 20萬 1,000元 

榮譽獎 

(公假 3 日,計 9 人) 

教務處(招生暨資訊組) 行政組員 王欣怡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行政辦事員 林俽妤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員 陳建州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聘僱護理師 葉淑錦 

總務處(出納組) 技工 何麗香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行政辦事員 許晉瑋 

圖書館(典閱組) 組員 胡亦君 

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行政專員 林佳儀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機械實習工

廠) 
技術師 陳麗新 

榮譽獎 

(公假 2 日,計 21 人) 

校友中心 行政組員 巫津瑋 

產學研鏈結中心(智財技轉組) 行政組員 黃蘭惠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行政組員 閻菁菁 

總務處(資產經營組) 辦事員 李存御 

教務處(註冊組) 工友 許佳惠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組員 盧靜瑜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資深諮商心理師 湯必果 

總務處(採購組) 行政辦事員 李佩宜 

總務處(營繕組) 技工 李邦政 



獎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榮譽獎 

(公假 2 日) 

國際事務處(資訊與創新組) 行政專員 廖郁淳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沈祈叡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廖珮玲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技士 賴正義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高級技術師 何玉安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安全衛生組) 技術師 蔡淑清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行政辦事員 曾麗雯 

理學院(物理學系) 行政辦事員 梁雅萍 

管理學院 行政辦事員 徐意涵 

法政學院(法律學系) 行政辦事員 徐碧霜 

電機資訊學院(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行政辦事員 陳靖怡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推廣教育組) 行政組員 林曉吟 

榮譽獎 

(公假 1 日,計 1 人) 
產學研鏈結中心 行政組員 程子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