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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召集人明見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士�

．�日本國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腦神經外科醫學
博士�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腦外科研究員�

．�美國哈佛醫科大學麻省總院研究員

經歷│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腦外科研究員�

．�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總院腦外科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神經外科教授兼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雷射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

．�臺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國際外科學院臺灣總會理事長�

．�國際雷射醫學學會理事長�

．�臺灣醫事聯盟協會理事長�

．�第五屆立法委員

現職│

．�考試院考試委員

．�臺大校友會文化基金會董事�

．�臺北市臺大校友會理事長�

．�臺灣外傷醫學會常務監事�

．�臺灣神經外科醫學會名譽理事�

．�臺灣醫事聯盟協會榮譽理事長�

．�全國臺大校友會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中韓文化經濟交流協會監事會召集
人�

．�財團法人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雷射醫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委員皎眉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

經歷│

．�政治大學心理系系主任

．�國民大會任務型國代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政治大學學務處學務長

．�政治大學心理系專任教授

．�政治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中興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美國Southwest�State�University�心理系助
理教授

現職│

．�考試院考試委員

．�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

．�臺北市市政顧問

．�懷恩慈善基金會董事

．�樹仁社福基金會董事

．�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兼政策規劃組副
召集人

．�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臺北市身心障礙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委員

評 審 委 員 介 紹

蘇委員錦霞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

經歷│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義務律師團召集
人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消費者報導雜誌
社發行人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現職│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民國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主委

．�弘道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余委員致力
學歷│

•．��美國喬治亞大學公共行政博士

•．�美國北德州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東海大學政治系公共行政組法學士

經歷│

•．�中國復旦管理學獎勵基金會評獎專家委員會
委員

•．�臺灣政治學會會長

•．�臺灣透明組織執行長�

•．�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政府廉政肅貪中心副主任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薦派專員

現職│

•．�世新大學學術副校長

•．�世新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臺灣透明組織理事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大學校院系所評
鑑「公共事務學門」召集人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大學校院系所評
鑑「警政學門」召集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治學門複審委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董事

評 審 委 員 介 紹

得獎人專輯 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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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紀琼
學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系碩士、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

經歷│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精算小組委員兼
召集人�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委員�

．�國民年金監理會爭議審議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健康資料加值應用指導會委員�

．�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委員�

．�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民年金小組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小組財務組組長�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規劃小組財務組
召集人�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全民健康保險規劃小
組顧問

現職│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主任

趙委員鋼
學歷│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消防系約翰傑學院公共行
政研究所公共行政碩士

．�中央警官學校32期畢業

經歷│

．�中央警官學校區隊長、組員、中隊長、大隊
長�

．�臺中縣警察局副局長�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大隊副大隊長、大隊
長�

．�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組組長兼臺灣省政府警務
處消防科科長�

．�內政部消防署副署長�

．�臺灣省政府消防處處長�

．�內政部消防署署長�

．�中華消防及減災學會理事長

．�中華消防協會理事長

現職│

．�中華消防協會理事長

評 審 委 員 介 紹

李委員玉春
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休士頓分校公共衛生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創所所長

．�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主
任委員

．�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規劃小組支付制度組召
集人/組長

．�行政院衛生署顧問，中央健康保險局顧問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常務理事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副主編

．�臺灣健康保險學會理事

．�臺灣健康經濟學會監事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ssociate�
Editor

現職│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衛生署長期照護保險籌備小組總顧問

陳委員玲慧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計算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多媒體工程研究所所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學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及研究所副教授

．�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訓練中心工程師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所電腦輔助設計部副研
究員

．�中山科學研究院混合計算機組助理研究

現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評 審 委 員 介 紹

得獎人專輯 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60 61

張委員哲琛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研究所�

．�美國中密西根大學會計碩士

．�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

經歷│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行政院副秘書長�

．�行政院主計處副主計長�

．�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及東吳大學兼任講師、
副教授�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現職│

．�銓敍部部長

林委員信成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學士

．�52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土木工程科優
等及格

．�52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土木工程
技師優等及格

經歷│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副局長

．�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總工程司、道路工
程處長

現職│

．�狄斯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高雄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調解暨紀律委員會主任
委員

評 審 委 員 介 紹

條規定，自歷年獲選之模範公務人員遴薦符

合激勵辦法第12條規定具有傑出貢獻事蹟

者，檢附具體事蹟簡介表及有關證明文件，

函送銓敍部彙整。

二、初步審查證件

本年各主辦機關計遴薦73人，銓敍部

依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對於各

主辦機關所遴薦之人員，就所送書面資料透

過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進行查詢，審查其有

無最近3年內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平

時考核受記過以上之處分及考績曾列丙等以

下不得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之情形，並造冊

提請考試院組成之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評審

委員會審議。

三、籌組評審委員會

依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第1項）

評審委員會依激勵辦法第14條規定置評審委

員9人至11人，除考試院副院長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外，餘由考試院聘請專家、學者、

社會賢達組成之，並由召集人擔任評審會議

主席。（第2項）前項召集人因故無法召集

會議時，得由考試院院長指定代理人為之。

（第3項）評審委員之遴聘，由銓敍部於當

年9月底前就應聘之委員人數，加倍遴薦建

議名單陳報考試院院長圈選之」。本年公務

人員傑出貢獻獎評審委員會，經考試院院長

指定高考試委員明見擔任評審委員會召集

人，並聘請考試院考試委員陳皎眉、世新大

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副校長余致力、中華

壹、前言

為激勵公務人員工作意願及發揮潛能，

依據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

（以下簡稱激勵辦法）第12條規定，各機關

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具有該條各款事蹟之

一者，得頒給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主辦機

關考試院自民國88年起，已連續12年舉辦公

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今年則繼續

辦理。

本（100）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

及表揚相關活動，經承辦機關銓敍部擬訂

100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作業

計畫，於本年7月11日陳報考試院核定作為

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活動實施之準據。活

動作業採臨時任務編組方式，由銓敍部政務

次長擔任召集人，下設總幹事，另分規劃、

行政等二組，負責處理相關事宜。

貳、 100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

作業概況

本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的選拔作業，

銓敍部事前詳慎規劃並務求評選過程符合公

開、公正、公平之原則。茲就此次選拔作業

說明如次：

一、通函各主辦機關遴薦人員參加選拔

銓敍部於本年5月20日以部管二字第

10033691542號函請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議、五院、各部、會、處、局、署及同層級

之機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等選拔

模範公務人員之主辦機關，依激勵辦法第13

１００年 公 務 人 員 傑 出 貢 獻 獎
選 拔 及 表 揚 活 動 紀 實

得獎人專輯 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