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

評 審 委 員 介 紹評 審 委 員 介 紹

歷屆得獎者名錄 評審委員介紹

趙委員麗雲

學 歷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碩士

•� 洛桑管理學院行銷班結業

•� 行政院國家建設研究班結業

•�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研究班結業

經 歷
•� 立法院最高顧問

•� 中華民國人事行政學會常務理事

•� 立法院第 7屆中國國民黨黨團首席副書記長、�

書記長

•� 立法院第 7 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

委員長

•� 立法院第 7 屆立法委員

•� 國民大會代表兼主席團主席�

•�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

•�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代理校長

•� 臺灣時報言論部總主筆、主筆

•�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教育文化組

政策委員兼副召集人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 國立編譯館館長

•�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戲劇院舞蹈評議委員�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 教育部科員、專員、科長、視察、專門委員、�

副司長、司長

現 職
•� 考試院考試委員

•� 中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

李召集人逸洋

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經歷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 國家文官學院院長

•� 內政部部長

•� 民主進步黨秘書長

•� 政府改造委員會委員

•�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 內政部政務次長

•�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 臺北市議會第 6、7 屆議員

•� 民進黨文宣部主任

•� 中國時報記者

現職
•� 考試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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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怡心

學 歷
•� 美國肯塔基大學會計學博士
•� 美國北伊利諾州立大學會計學碩士

經 歷
•� 國立臺北大學副校長、圖書館館長
•�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 美國肯塔基喬治城學院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理事長
•� 國際內部稽核協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亞
洲聯盟財務長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園區作業基金監督
管理會」、行政院主計總處「政府會計共同
規範審議委員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會」委員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IFRSs
翻譯覆審專案委員會覆審委員、財務會計準
則委員會顧問

現 職
•�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
長

•� 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馮委員正民

學歷
•� 美國西北大學土木所都市及區域計畫博士

•�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工程研究所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學士

經歷
•�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

•�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所長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副所長及代所長

•�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副教授

•� 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幫工程司

•� 東亞運輸學會理事長

•� 都市計劃學會理事長

•� 運輸學會理事長

•� 區域科學學會理事長

現職
•� 考試院考試委員

評審委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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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肖琪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經 歷
•� 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中央癌症防
治會報委員

•� 政府服務品質獎第 3屆至第 6 屆及第 8、9 屆
評審委員

•�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全民健保醫療
費用協定委員會委員

•� 衛生福利部醫療發展基金審議小組委員
•� 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護保險籌備小組顧問、長
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委員

•� 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防治審議委員會審議委
員

•� 衛生福利部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菸害防治
及衛生保健基金審議小組、罕見疾病及藥物
審議委員會、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委員

•� 內政部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委員
•�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常務理事、臺灣公共衛生
雜誌主編

•� 臺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理事長、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 醫療品質雜誌編輯委員
•� 衛生福利部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

現 職
•�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專任教授
•� 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合聘教授
•�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
•�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李委員宗勳

學歷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碩士

•�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法學學士、韓國

警察大學交換學生

經歷
•� 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理事長

•�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系主任

•�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第 5 屆

理事長

•� 中國行政學會理事、臺灣透明組織協會常務

理事

•� 教育部臺東史前文化博物館與文建會傳統藝

術中心等所屬機構委外經營評鑑委員

•� 國家安全局國內安全、法務部調查局機關保

防、內政部警政署民間保防諮詢委員及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組織再造委員

•� 內湖安全社區暨健康城市促進會常務理事兼

總企劃

•� 政府服務品質獎第 4 屆及第 5 屆評審委員

•� 臺北市基督教真道教會執事兼董事

現職
•�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評審委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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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汝吟

學 歷
•� 東吳大學法學博士
•� 國立中興大學法學碩士、法學士

經 歷
•�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副秘書長、消費
者報導雜誌社副社長、法律委員會召集人

•� 臺北市、新竹縣、苗栗縣政府消費爭議調解
委員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 臺北市住宅爭議案件審議委員會、公共住宅
委員會、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 臺北市聯營公車營運與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
委員會委員

•� 臺北捷運公司廣告審議委員會委員
•� 公廣集團公共價值評量委員會委員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
會議諮詢委員

•� 華視自律委員會委員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使用管制藥
品審核會委員

•�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營運
與服務評鑑委員會委員

•� 新竹市政府顧問
•� 新竹市政府有線電視費率審議委員會、轄市
區汽車客運審議委員會委員

現 職
•�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
•�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兼任副教授

周委員弘憲

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經歷
•� 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 民主進步黨仲裁委員會委員

•� 民主進步黨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

•� 執業律師

現職
•� 銓敍部部長

 

評審委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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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錦峯

學 歷
•� 中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 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 國立臺北工專土木科

經 歷
•� 交通部公路總局正工程司兼科長
•� 臺灣營建仲裁協會理事長
•�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理事、監事
•� 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常務監事

現 職
•�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張委員瑞雄

學歷
•� 國立清華大學計算機管理決策研究所博士

•�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直攻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學士

經歷
•� 臺灣觀光學院校長

•� 國立東華大學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資

訊工程學系專任教授、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

數位內容科技中心主任、東區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教授

•�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技正

•�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現職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授兼校長

•�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理事長�

評審委員介紹



76

評審委員介紹

蔡委員貞慧

學歷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碩士、學

士

經歷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研究

員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優良導師

•�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審查委員

現職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副教授

評審委員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