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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為慶祝教師節暨表揚服務資深教職員工，謹訂於102年9月25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
假淨心堂大廳舉辦102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歡迎全體教職員工生共
襄盛舉。 

說明： 一、本學年度頒發獎項如下： 
(一)102年教育部資深優良教師獎項。 
(二)102學年本校資深教職員工服務獎項。 
(三)102年行政院服務獎章。 
(四)102年私立教育事業協會獎項。 
(五)其他獎項。 
二、「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之邀請卡、程序表暨本次獲獎人員名單，請參閱附
件。 

辦法：

正本：
董事會、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使命副校長室、校牧室、秘書室、教務處、研究
發展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
室、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附設醫院籌備處、秘書室二組、法務室、校史室、出
版社、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招生組、課務組、註冊組、宗教輔導中心、服務
學習中心、學術交流中心、語言中心、國際學生中心、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
組、衛生保健組、學生學習中心、體育室、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採購組、營
繕組、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中心、人事室、學生輔導中心、圖書館、文學院、藝術
學院、醫學院、理工學院、外語學院、民生學院、法律學院、社會科學院、管理學
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進修部、推廣部、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中國文學系、歷
史學系、哲學系、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新聞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
系、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輔大之聲、音樂學系、應用美術學系、景觀設計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護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系、醫學系、職能治療學系、基礎醫學研究
所、呼吸治療學系、臨床技術中心、醫學教育中心、數學系、物理學系、化學系、
生命科學系、心理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跨文化研究所、英國語文學系、德語語文學系、法國語文學
系、西班牙語文學系、義大利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兒童與家庭學系、餐旅管
理學系、織品服裝學系、營養科學系、博物館學研究所、食品營養博士學位學程、
食品科學系、法律學系、財經法律學系、學士後法律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宗教學系、商學研究所、企業管理學系、會計學系、統計資訊學
系、金融與國際企業學系、資訊管理學系、科技管理碩士學位學程、進修部中國文
學系、進修部歷史學系、進修部哲學系、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進修部英國語文學
系、進修部日本語文學系、進修部經濟學系、進修部法律學系、進修部宗教學系、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進修部餐旅管理學系、進修部應用美術學系、運動休閒管
理學士學位學程、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商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師資培
育中心、教育領導與發展研究所、圖書資訊學系、體育學系、會計室、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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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資訊中心、進修部使命室、軍訓室、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非營利組織管
理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女生宿舍、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行政副校
長室、稽核室、實驗動物中心、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宿舍管理、品牌與時尚經營
管理碩士學位學程、國際及兩岸教育處、軟體工程與數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進修
部數學系、進修部企業管理學系、進修部會計學系、進修部統計資訊學系、進修部
金融與國際企業學系、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國
際創業與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產學育成中心、研究與倫
理推動中心、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僑生及陸生輔導組、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 

副本：

附件說明： (1件) 

1021300845_1_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之邀請卡、程序表暨本次獲獎人員名單.pdf

 
公布對象：機關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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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  參加 102 學年度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 

為提倡尊師重道優良傳統，感謝教師的辛勞付出，於教師節前夕舉辦表揚大會， 

除表揚、禮讚師恩外，並向全校資深教職員工致以最深的祝福與感謝， 

誠摯邀請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參與這感恩盛會。 

 

 頒發表揚項目 

102 年教育部資深優良教師獎項 

102 學年本校資深教職員工服務獎項 

102 年行政院服務獎章 

102 年中華民國私立教育事業協會獎項 

其他獎項 

 時間：102 年 9 月 25 日(三) 13：30 

 地點：淨心堂大廳 

 主持人：江校長漢聲 

 邀請人員：校牧、三位副校長、 

主任秘書、校內各級主管、 

全體教職員工生 

 議程：13:30~13:50 報到、歡迎 

13:50~14:00 祈福禮 

14:00~14:10 校長致詞 

14:10~14:30 節目表演 

14:30~15:40 頒獎 

15:40~15:50 祝福禮 

15:50       禮成 

 
輔仁大學人事室 
業務承辦人：陳巧湄  
E-mail：056175@mail.fju.edu.tw 
Tel：2905-3192 Fax：2908-6210 



 

輔仁大學 102 學年度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 

程 序 表 

時  間                  內    容                     

13：30 - 13：50 報到．歡迎 

13：50 - 14：00 祈福禮 

14：00 - 14：10 校長致詞 

14：10 - 14：30  節目表演 

14：30 - 15：40 頒發 
(一). 102 年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項 
(二). 102 學年本校資深教職員工獎項 
(三). 102 年行政院服務獎章 
(四). 102 年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獎項 
(五). 其他獎項 

15：40 - 15：50 祝福禮 

15:50 禮成 

 



輔仁大學 102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受獎人員名單 

1 
 

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獲頒獎項 

教育部   
年資 

本校年資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 其它 

校本部 秘書室一組 許文鈴     組員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                         林文秀     編纂   獲頒 4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                         張啟聖     組員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註冊組                   陸黃雪英   編審                       獲頒 4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註冊組                   呂善富     組員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課務組                   何宗德     組員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招生組 林雅婷     組員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招生組 邱文校     組員                       獲頒 30 年       

校本部 教務處招生組 許淑卿     組員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公共事務室資金發展
組 

朱嘉綺     組員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研發處校務發展暨評
鑑中心 

楊秀君     組員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簡沛娟     組員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學務處                         鄭津珠     護士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薛淑文     組員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軍訓室 李恤民 軍訓教官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軍訓室 霍靜雯 軍訓教官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軍訓室 歐李芳如 軍訓教官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採購組                   孫玉珍     組員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營繕組                   高明德     技工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曾淑玲     技士                       獲頒 3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黃清泉     技工                       獲頒 3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朱劉金蓮   技工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高鳳珠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邱玉英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吳陳麗敏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錢秀英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吳水陶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劉金珠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張寶珠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許玉璿     工友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資訊中心                       許默炫     組員                       獲頒 30 年       

校本部 
資訊中心校務資訊一
組 

賴何英     技士                       獲頒 30 年       

校本部 資訊中心網路管理組             嚴天俊     技士                       獲頒 20 年       

校本部 圖書館閱典組                   林秀娟     編纂   獲頒 30 年       

校本部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
展室         

蘇香如     組員                       獲頒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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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獲頒獎項 

教育部   
年資 

本校年資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 其它 

校本部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
室 

王文芳 輔導員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服務學習中心 戴一棻     組員                       獲頒 10 年       

校本部 女生宿舍 張慧芳     組員                       獲頒 30 年       

校本部 女生宿舍 曾秋雯     辦事員                     獲頒 20 年       

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楊志田     講師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葉榮福     講師                     獲頒 20 年         

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劉錦萍     講師                       獲頒 10 年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王令樾     副教授                   獲頒 40 年 獲頒 40 年   
獲頒 

特等獎章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許朝陽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王金凌 教授       
獲頒 

一等獎章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李添富     副教授                       
獲頒大仁獎
模範教師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顧正萍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文學院 歷史學系 克思明 教授     
獲頒 

模範教師 
    

文學院 歷史學系                       周雪舫     教授                         獲頒大仁獎     

文學院 哲學系                         陳福濱     教授                         獲頒大仁獎     

文學院 哲學系                         戴立仁     組員                       獲頒 10 年       

藝術學院 應用美術學系                   馮冠超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藝術學院 應用美術學系                   陳國珍 副教授         

獲頒『智慧
生活整合
創新優良
課程』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張清烈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大勇獎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葉美秀     教授                         獲頒大勇獎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王秀娟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黃文珊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許明鐘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唐鴻芬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王逸超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尤文伶     組員                       獲頒 10 年       

傳播學院 影像傳播學系                         唐維敏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傳播學院 影像傳播學系                         趙庭輝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傳播學院 廣告傳播學系                         蕭富峯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教育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林麗娟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教育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陳舜德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張宏亮     教授                         獲頒大智獎 
獲頒 

二等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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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獲頒獎項 

教育部   
年資 

本校年資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 其它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陳鴻雁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吳惠櫻     副教授                   獲頒 40 年 獲頒 40 年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黃惠貞     副教授                   獲頒 40 年 獲頒 40 年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劉俊業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陳冠旭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王顯智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廖欽清     講師                         獲頒大仁獎     

教育學院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
所 

楊志顯 教授     獲頒弘道獎     

教育學院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
所 

侯永琪 教授     
獲頒 

模範教師 
    

教育學院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
所                     

林思伶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教育學院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
所                     

汪文麟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教育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潘清德     助理教授                     獲頒大勇獎     

教育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林吉基 助理教授       
獲頒 

三等獎章 
  

醫學院 醫學院                         蔡玉萍     組員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                         汪大衛     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                         王進賢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獲頒大勇獎     

醫學院 護理學系                       黃玉珠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醫學院 護理學系                       馮容芬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醫學院 護理學系                       戈依莉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醫學院 臨床心理學系                       卓淑玲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魏中仁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林瑜雯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基礎醫學研究所 江漢聲     教授                     獲頒 30 年         

醫學院 基礎醫學研究所 沈嘉琦     組員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駱惠銘     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邱浩彰     教授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周燕輝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呂至剛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謝霖芬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穆淑琪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陳良光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林佳勳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余文輝     講師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鄧森文     講師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鄒國英     教授                         獲頒大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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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獲頒獎項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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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年資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 其它 

理工學院 數學系                         郭仲成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數學系                         蕭鴻銘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數學系                         葉乃實     助理教授                     獲頒大勇獎     

理工學院 數學系                         嚴健彰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理工學院 數學系                         李樹政     講師                     獲頒 30 年 獲頒 30 年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劉建楠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鄭秉忠     組員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化學系 許文賢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劉彥祥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理工學院 化學系 高華生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李永安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郭育綺     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蘇睿智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梁耀仁 副教授     
獲頒 

模範教師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連國珍     教授                         獲頒大智獎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黃貞瑛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梅興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郭文彥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孫方茜     組員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李永勳     教授                         
獲頒大仁獎
模範教師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袁正泰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徐國政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劉惠英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理工學院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博士班     

張康       教授                         獲頒大仁獎     

理工學院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博士班     

陳翰民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彭貞淑     講師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李素貞     講師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陳朝鈞     講師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孫素敏 副教授       
獲頒 

三等獎章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杜東璊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何思慎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黃瓊慧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楊錦昌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中村祥子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馮寶珠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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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獲頒獎項 

教育部   
年資 

本校年資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 其它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何欣泰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林文瑛     講師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潘玫君     組員                       獲頒 10 年       

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劉雪珍     副教授 獲頒 30 年         

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劉紀雯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獲頒大勇獎     

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鮑端磊 副教授     
獲頒 

模範教師 
獲頒 

二等獎章 
  

外語學院 德語語文學系 包哲 教授       
獲頒 

二等獎章 
  

外語學院 義大利語文學系                 方錫華     講師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學系                   洪藤月 教授       
獲頒 

一等獎章 
  

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學系                   徐黃雪霞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外語學院 跨文化研究所 陳宏淑 助理教授                 獲頒 20 年         

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 苗育慈     組員                       獲頒 20 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吳繼仁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李俊格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傅美玲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黃昭瓊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蔡玉珊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林佳穎     技士                       獲頒 10 年       

民生學院 兒童與家庭學系                 林惠雅     教授                         獲頒大智獎     

民生學院 兒童與家庭學系                 陳若琳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李青松     教授                         獲頒大勇獎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徐達光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獲頒大勇獎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王媛慧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柯文華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吳紀美     助理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楊惠琪     組員                       獲頒 10 年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陳姿蓉     組員                       獲頒 10 年       

民生學院 營養科學系                     許瑞芬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民生學院 營養科學系                     羅慧珍 教授                     獲頒 10 年         

民生學院 食品科學系                     陳炳輝     教授                         獲頒大智獎     

民生學院 
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
班           

李匡郎     副教授                   獲頒 30 年 獲頒 30 年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楊子慧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吳豪人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法律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黃裕凱     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戴伯芬 教授                     獲頒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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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陳正和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蘇景輝     副教授                   獲頒 30 年 獲頒 30 年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張振成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郭登聰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林桂碧     助理教授                     獲頒大勇獎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郭文蘭     組員                       獲頒 10 年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戴台馨 教授                       獲頒 30 年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陳能靜     教授                         獲頒大智獎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曹維光     講師                         獲頒大智獎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李阿乙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鄭延蓮     組員                       獲頒 30 年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王思峯 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獲頒大勇獎 
模範教師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武金正 教授       
獲頒 

二等獎章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莊慶信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陳德光     教授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鄭凱鈴     組員                       獲頒 10 年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蔡明志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胡俊之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林育潔     組員                       獲頒 10 年       

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                   陳瑞照      教授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                   謝邦昌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                   邵曰仁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                   黃孝雲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獲頒 10 年       

管理學院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陳明道 教授       
獲頒 

二等獎章 
  

管理學院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蔡麗茹     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羅烈明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管理學院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榮泰生 副教授       
獲頒 

二等獎章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吳桂燕     副教授                   獲頒 30 年 獲頒 30 年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周宇超     副教授                   獲頒 20 年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陳姿吟     組員                       獲頒 20 年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龔尚智     教授                         獲頒大智獎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李建裕     副教授                     獲頒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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