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邀  參加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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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本校資深教職員工服務獎項 

103年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項 

103年行政院服務獎章 

103年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獎項 

其他獎項 

 時間：103年 9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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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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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本校資深教職員工獎項 

(二). 103 年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項 

(三). 103 年行政院服務獎章 

(四).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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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受獎人員名單

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校本部 秘書室二組 徐貴招 組員 獲頒40年

校本部 圖書館採訪編目組 何芳瑛 組員 獲頒40年

校本部 圖書館閱典組 張玉秀 組員 獲頒40年

校本部 圖書館閱典組 陳妙珠 組員 獲頒40年

校本部
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

展室
張蓓芝 組員 獲頒40年

校本部 資訊中心 林毘成 技士 獲頒30年

校本部 女生宿舍 楊英珠 組員 獲頒30年

校本部 教務處招生組 陳翠華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教務處招生組 黃彬彥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教務處註冊組 詹美倩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教務處註冊組 賀立德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教務處課務組 簡毓君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學務處 李瑀婕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許麗玲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
廖優充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學務處學生學習中心 黃麗香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體育室 楊仕裕 專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學生輔導中心 王麗玲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採購組 吳淑華 技士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出納組 葉翠雲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營繕組 胡嘉恕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陳福洲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邱美珍 工友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黃陳麗雲 工友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陳林碧雲 工友 獲頒20年

校本部 總務處事務組 蘇桂英 工友 獲頒20年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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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3 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受獎人員名單

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校本部
環安衛中心環境保護

管理組
傅靜平 技士 獲頒20年

校本部 資訊中心 胡保利 技士 獲頒20年

校本部 資訊中心 楊素琦 技士 獲頒20年

校本部 圖書館閱典組 蕭朱珊 編纂 獲頒20年

校本部 男生宿舍 陳俊廷 組員 獲頒20年

校本部 會計室會計組 陳佳伶 組員 獲頒10年

校本部 軍訓室 歐李芳如 軍訓教官 獲頒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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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葉榮福  講師 獲頒二等獎章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于柏桂 講師 獲頒大勇獎

文學院 哲學系 汪惠娟 副教授 獲頒30年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趙中偉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林桶法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文學院 哲學系 丁福寧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二等獎章

文學院 歷史學系 陳識仁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模範教師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齊曉楓 副教授 獲頒特等獎章

文學院 哲學系 張家焌 副教授 獲頒一等獎章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曾文樑 副教授 獲頒大仁獎

文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王欣慧 助理教授 獲頒大勇獎

文學院 歷史學系 劉文賓 助理教授 獲頒大勇獎

文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胡幼峰 副教授 獲頒模範教師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蘇慶俊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陳孟芬 組員 獲頒20年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徐玫玲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張自健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顏亮一 副教授 獲頒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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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3 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受獎人員名單

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張清烈 教授 獲頒二等獎章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德林傑 教授 獲頒大智獎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郭聯昌 教授 獲頒大智獎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高惠宗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藝術學院 應用美術學系 陳國珍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傳播學院 新聞傳播學系 陳順孝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傳播學院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

士班
習賢德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傳播學院 新聞傳播學系 何旭初 副教授 獲頒10年

傳播學院 影像傳播學系 陳春富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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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 楊漢琛 教授 獲頒30年 獲頒模範教師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許富淑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楊志顯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教育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李正吉 副教授 獲頒10年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林建勳 組員 獲頒10年

教育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童心怡 組員 獲頒10年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童鳳翱 講師 獲頒大仁獎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陳太正 教授 獲頒大仁獎

教育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張淳淳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與模範教師

教育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林偉人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醫學院 護理學系 陳惠姿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二等獎章

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陳凱倫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劉希平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劉淑娟 教授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 陳至理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 吳文彬 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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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3 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受獎人員名單

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醫學院 醫學系 黃毓慈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 馬明傑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 林鈺玲 教授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 杜文圓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周少鈞 講師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唐鴻舜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劉宜釗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王致皓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盧國城 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國泰醫院 林世昌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國泰醫院 簡志誠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國泰醫院 蔡明松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國泰醫院 胡瑞庭 講師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國泰醫院 林隆煌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葉建宏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蔡明達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莊志誠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林裕民 講師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呂明仁 講師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蔡育倫 講師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張志華 講師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陳仲達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蘇佳廷 副教授 獲頒10年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塗珮琄 組員 獲頒10年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蘇玉汶 組員 獲頒10年

醫學院 醫學系 汪大衛 教授 獲頒三等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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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3 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受獎人員名單

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鄧世雄 講師 獲頒三等獎章

醫學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呂福江 教授 獲頒三等獎章

醫學院 醫學系新光醫院 周燕輝 副教授 獲頒三等獎章

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陳麗美 副教授 獲頒三等獎章

醫學院 醫學系 葉炳強 教授 獲頒大智獎

醫學院 醫學系 邱浩彰 大智獎 獲頒大智獎

醫學院 臨床心理學系 葉在庭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醫學院 護理學系 黃玉珠 副教授

獲頒護理

傑出獎-教

研貢獻獎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吳麗雅 技士 獲頒40年

理工學院 數學系 張茂盛 副教授 獲頒30年 獲頒30年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楊美桂 教授 獲頒30年 獲頒30年 獲頒一等獎章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藍清隆 副教授 獲頒30年 獲頒30年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林宏彥 講師 獲頒30年 獲頒30年

理工學院 數學系 楊南屏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理工學院 化學系 葉品秋 組員 獲頒20年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張連璧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劉茂煌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理工學院 化學系 游源祥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賴金美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理工學院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博士班
司馬忠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理工學院 數學系 黃文祥 講師 獲頒大仁獎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賈小慧 副教授 獲頒大仁獎

理工學院 數學系 李安莉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周秀慧 助理教授 獲頒大勇獎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曾淳美 講師 獲頒30年 獲頒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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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3 學年度慶祝教師節暨表揚大會受獎人員名單

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李素貞 講師 獲頒30年

外語學院 德語語文學系 林劉惠安 副教授 獲頒20年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蘇素嬌 講師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外語學院 德語語文學系 羅燦慶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外語學院 義大利語文學系 余雅慧 組員 獲頒10年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陳麗卿 講師 獲頒二等獎章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鄭愛倫 講師 獲頒大仁獎

外語學院 德語語文學系 查岱山 副教授 獲頒大仁獎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 林德玲 講師 獲頒大智獎

外語學院 德語語文學系 施素卿 講師 獲頒大智獎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宓博多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傅玉翠 副教授 獲頒模範教師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黃韶顏 教授 獲頒40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喬昭華 副教授 獲頒30年 獲頒30年

民生學院 營養科學系 王果行 教授 獲頒30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蘇旭珺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江莞兒 副教授 獲頒20年

民生學院 兒童與家庭學系 鄭穆熙 副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獲頒三等獎章

民生學院 兒童與家庭學系 涂妙如 副教授 獲頒20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蔡禮如 講師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林國棟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吳繼仁 副教授 獲頒10年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鄧之卿 副教授 獲頒10年

民生學院 兒童與家庭學系 蕭英玲 副教授 獲頒10年

民生學院 食品科學系 郭孟怡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金慧如 技士 獲頒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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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民生學院 營養科學系 盧義發 教授 獲頒大智獎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陳華珠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與模範教師

民生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蔡淑梨 教授
獲頒大勇獎

與模範教師

民生學院 兒童與家庭學系 陳富美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法律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張懿云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法律服務中

心
戴志鵬 組員 獲頒20年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靳宗立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蔡晶瑩 副教授 獲頒10年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陳敏齡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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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羅秀華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黃俊傑 副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吳震台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獲頒10年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蔡怡佳 副教授 獲頒10年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何東洪 副教授 獲頒10年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高玉靜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黃懷秋 教授 獲頒三等獎章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郭登聰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簡鴻模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李宗培 副教授 獲頒30年 獲頒30年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范宏書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張銀益 副教授 獲頒20年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李俊民 副教授 獲頒20年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許培基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李天行 教授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陳銘芷 教授 獲頒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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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獎勵 教育部獎勵 服務獎章 私教協會獎勵 其它

獲頒獎項
職稱單位 所屬單位 姓名

管理學院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張儀 組員 獲頒20年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羅淑貞 組員 獲頒20年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黃美祝 副教授 獲頒10年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侍台誠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鄭佳綾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楊長林 教授 獲頒10年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黃麗霞 助理教授 獲頒10年

管理學院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吳春光 副教授 獲頒10年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高義芳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翁明祥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葉鴻銘 講師 獲頒大智獎

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 廖佩珊 副教授 獲頒大智獎

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 侯家鼎 教授 獲頒大勇獎

管理學院 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李建裕 副教授 獲頒大勇獎

進修部
英國語文學系進修學

士班
陳麗秀 講師 獲頒20年 獲頒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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