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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得獎人名錄 評審委員介紹

得  獎 人：王國裕

服務機關：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課長

得  獎 人：王捷拓

服務機關：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備　　註：現任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得  獎 人：陳俊偉

服務機關：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局長 得  獎 人：陳志鵬

服務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隊長

得  獎 人：葉文娟

服務機關：臺南巿稅捐稽徵處  稅務員 得  獎 人：陳淑敏

服務機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副處長

得  獎 人：殷世熙

服務機關：台南縣政府  副局長

備　　註：台南縣政府  副處長 得  獎 人：張美玲

服務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工作督導員

得  獎 人：劉天成

服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科長
得  獎 人：陳淑慧

服務機關：桃園縣中壢地政事務所  課長

得  獎 人：海中雄

服務機關：蒙藏委員會  處長 得  獎 人：張恩生

服務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處長

得  獎 人：張秋元

服務機關：新竹縣政府人事處  處長

備　　註：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處長

得  獎 人：洪梅珠

服務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研究員兼秘書

得  獎 人：吳翠鳳

服務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處長 得  獎 人：吳秋文

服務機關：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  科主任

得  獎 人：林忠建

服務機關：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小隊長
得  獎 人：范佐銘

服務機關：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文化中心
籌備處  副主任

得  獎 人：賴宇亭

服務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技正

備　　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副處長

得  獎 人：楊文科

服務機關：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局長

96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得獎人 97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得獎人 柴委員松林

學歷：

‧法國高等研究院統計學博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新環境基金會等公益

團體創辦人

‧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團長

‧中國統計學社社長

‧行政院顧問

‧總統府國策顧問 

現職：

‧臺灣觀光學院董事長

‧人間福報社長兼總主筆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乾淨選舉全國推行委員會

會長

‧中華民國少數族群權益促

進會理事長

‧新移民研究學會理事長

孫委員本初

學歷：

‧美國喬治亞公共行政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

暨研究所教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

教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客

座副教授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系主任

伍召集人錦霖

學歷：

‧美國耶魯大學組織管理學

院（S.O.M）研究

‧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研究員

及訪問學者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

究所畢業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畢業

經歷：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

秘書長

‧第六屆立法委員

‧考試院秘書長

‧中華民國國家發展策進會

副會長

‧台灣省議會秘書長

‧台灣省農工企業（股）公

司總經理

‧台灣土地銀行副總經理

‧台灣省政府參議兼科長

‧台北市政府科員、專員、

組長、主任秘書

現職：

‧考試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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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介紹 評審委員介紹

周委員麗芳

學歷：

‧德國基爾大學財政學暨社

會政策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

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公企

中心）主任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軍公

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

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金

融研究中心 研究員

‧行政院衛生署「醫療發展

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

授、系主任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顏委員秋來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

究所碩士

經歷：

．6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人

事行政類科及格

．77年公務人員甲等特考一

般行政類科優等及格

．考試院參事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給與處

處長、人力處處長、企劃

處處長、主任秘書

．經濟部人事處處長

．銓敘部政務次長

．行政院顧問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研

習中心主任

現職：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副局長

徐委員光蓉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化學

博士

經歷：

．美國太空總署噴射推進實

驗室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教授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

員召集人

． 臺 灣 環 境 保 護 聯 盟 副 會

長、會長

現職：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執行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教授

謝委員天仁

學歷：

‧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畢業

經歷：

‧聯鼎法律事務所執業律師

‧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執業

律師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講師

‧仲裁協會仲裁人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義務律師、副秘書長、

副董事長、代理董事長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董事兼消費者報導雜誌

社發行人

現職：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

‧中原大學法律系講師

‧論衡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義務律師

楊委員泮池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

醫學研究所

經歷：

‧台大醫院內科住院醫師及

總醫師

‧台大醫院內科部主任

‧台大醫學院內科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

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兼任研究員

‧台灣醫學會秘書長、理事長

‧中華民國第三十一屆十大

傑出青年

‧國立台灣大學研究貢獻獎

現職：

‧台大醫學院內科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兼任研究員

‧台大醫學院院長

陳委員金蓮

學歷：

‧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

消防組碩士

經歷：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委員

‧內政部消防審議委員會委員

‧內政部消防署「火災鑑定

委員會」委員

‧台北縣政府、台北市政府

等縣市政府「火災鑑定委

員會」委員

‧經濟部國家標準起草審查

委員

‧經濟部防火標章審查委員

會召集人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委

託研究主持人

‧財團法人保險犯罪防制中

心委託研究主持人

‧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大隊分

隊長

現職：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系暨消

防科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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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介紹 98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
及表揚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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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舉辦公務人員傑出貢

獻獎選拔及表揚，今年則繼續辦理。

本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相關

活動，配合99年1月考試院80周年慶一系列活

動擴大辦理，經承辦機關銓敘部擬訂98年公務

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大會暨考試院80周

年慶音樂饗宴作業計畫，於本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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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辦音樂饗宴，為考試院80周年

慶活動揭開序幕。活動作業採臨時任務編組方

式，由銓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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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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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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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 部 於 本 年 6 月 1 2 日 以 部 管 二 字 第

0983051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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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送銓敘部彙整。

二、初步審查證件

本年各主辦機關計遴薦79人，銓敘部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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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其有無最近三年內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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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評審委員之遴聘，由銓敘部於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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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伍副院長錦霖擔任評審

委員會召集人，並聘請臺灣觀光學院董事長柴

松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孫本初、

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泮池、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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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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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及東

吳大學兼任講師、副教授

現職：

‧銓敘部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