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當選名單

特優職員：謝思琪 李星儀 莊登科

優良職員工：楊雅雯 薛家欣 李立旻 董怡伶 鍾繼錚 洪承理 陳白莉 李美蘭 廖金英

陳貴森 張明鎮

特優職員：陳淑雲 楊琇惠 呂俊毅

優良職員工：林立芯 許芳袖 黃一峰 蔡妍芳 陳玉珍 張巧蓉 葉芳君 巫康菱

何秉融 黃正君 尹燕勇 陳世雄

特優職員：周明諺 陳冠華 林怡君

優良職員工：黃靖斐 范嘉玲 曾斐莉 李樹昌 邱羽立 馮苾瑩 劉瓊雅 楊婉培

劉弼豪 李君柔 梁玉聲 林兩河 羅紹英

特優職員：吳姿瑩 鄭炎明 陳白莉

優良職員工：張君川 李育齊 蔡佳音 張慈玲 戴伶蓉 蔡佳因 林亭希 王敏華

王慕涵 張雅媜 彭德全 郭欽財 曾素琴

特優職員：簡培修 黃佩茹 巫由惠

優良職員工：黃家凱 李承翰 張容菁 錢啟弘 謝孟珈 吳佳蓉 施如樺 許芳袖

高榮富 廖麗卿 張乙同 周國安

特優職員：翁秀霞 陳汝君 陳月汝

優良職員工：劉琇鐘 游惠雯 江姿儀 陳奎如 何眼蜜 陳怡莉 曾麗淑 王錫永

吳維良 洪秀音 林月雲 陳蓓萱

105年度
徐顥恩 廖佩瑜 林星志 高筱雯 張德財 林柏宏 王嘉瑜 林巧怡

黃莉婷 林阿丕 林立強

104年度
彭  惠 邱佳慧 劉瓊琇 呂智惠 胡世澤 李亞娉 王淑女 洪渝涵 梁玉聲 莊文正

劉慧雯 范良峰 陳世雄

103年度
林千楓 劉瓊雅 張明成 陳孟羚 劉時杰 劉靜華 黃靜宜 陳芳玲 趙志堅

莊武城 鄒芸芸 涂月英 徐國堅

102年度
陳淑芳 楊琇惠 鄭雅云 林淑卿 耿道揚 陳恒寧 蔡佳珊 林信雄 徐俊才

李東河 陳慶瑞 林兩河 張思琦 張麗華

101年度
童本慧 王敏華 林嘉瑛 陳靖弘 韓繡如 李惠玲 許漢英 劉麗娜 池佳曄 高榮富

陳余美珠 梁遠萬 陳玉梅 李添進 王嘉香

100年度
洪華君 周盟淵 劉弼豪 黃瓊萱 張淑珍 張德禎 王翠清 王  瑛

簡玉坤 劉明珠 陳顯宗 林秋旺 蔡天財

本校特殊優良職工、駐警獲獎名單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99年度
柯文傑 陳莉菁 王應恒 林串良 張秋容 高淑玲 李正倫 陳美禮 吳維良

黎惜惠 林振揚 洪秀音 范彙麗 龐小萍

98年度
余麗真 方淑君 陳力斌 黃麗真 蔡金燕 陳清雅 許世玲 翁乃忻 錢友掄

宋劉諶 王婉娟 陳潘寶連 曾耀政 林靜瑀

97年度
謝爾恩 趙慧萍 黃美鈴 孔令泰 黃  錦 林瓊枝 曾麗淑 李友信 范彙全

范艷秋 黃明宗 林春杰 林美娘 何再壽

96年度
鄭鈺瑩 呂秋慧 謝美裕 陳淑慧 王淑貞 吳英仁 許雯逸 林玉燕 李建華

徐進財 楊月鳳 廖金英 范良峰 朱耀國

95年度
李光明 林禮君 陳曉雲 劉紀萱 鄭炎明 張慧嫺 姜大鵬 張明成 吳鵬木

黃惠芳 廖淑美 張可花 鄭麗經 李幸   陳昆地

94年度
王淑娟 楊德新 白如君 吳法音 曹雲琇 洪俊民 周慧敏 黃美金 劉崇基

楊秀鶯 李添進 戴愛琴 林阿丕 黃新媛 陳其明 周北蘭

93年度

莊惠金 陳文崙 張秋航 林娟娟 劉廉蓉 曾金珠 陳白莉 劉麗红 陳世昌 李昇長 吳有

來 陳玉枝 莊武城 林明才 邱美櫻 莊文正 高淑美 鄭淑貞 陳慶瑞 邱美月 周素卿 馬

玉純

91學年度
林嘉兒 呂家珍 高春松 鍾秋玉 劉麗娜 張順鳳 謝登凰 劉玉珠 戴國雄

林天送 許  迎 張乙同 涂月英 林素蘭

90學年度
林秀敏 彭映華 何百齡 陳碧蓮 呂春嬌 陳瓊珠 李少維 汪耀華 張國唐

蔡  杏 黃莉婷 張思琦 莊謙華 黃素治 范華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