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定日期 員工姓名 事由內容 核定結果

105/08/13 張慧美 104學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有功 記功一次

105/09/05 陳麗蘋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第二名XE2B導師 嘉獎一次

105/09/05 藍麗芬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第一名XE1B導師 嘉獎一次

105/09/05 楊千瑩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第二名XE1A導師 嘉獎一次

105/09/05 周欣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第一名XG2A導師 嘉獎一次

105/09/05 童鳳環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最佳進步獎XJ2A導師 嘉獎一次

105/09/05 蔡燕昭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最佳進步獎XJ1A導師 嘉獎一次

105/10/18 謝忠志 指導學生參與105年高雄市語文競賽榮獲第一名 嘉獎一次

105/11/01 久保田佐和 榮獲教育部105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人員 記功一次

105/11/09 遲珩起 105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報告，經教育部審查評列為健康體位績優。 嘉獎一次

105/11/09 郭美惠 105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報告，經教育部審查評列為健康體位績優。 嘉獎一次

105/11/09 陳靜珮 105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報告，經教育部審查評列為健康體位績優。 記功一次

105/11/09 陳麗蘋 105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報告，經教育部審查評列為健康體位績優。 嘉獎一次

105/11/25 童鳳環 榮獲教育部105年度友善校園優良導師獎 記一大功

105/11/29 吳宜真 擔任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創意統計圖[錦圖妙計創作獎]競賽獲獎學生指導老師 記功一次

105/11/29 李雪甄 擔任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創意統計圖[錦圖妙計創作獎]競賽獲獎學生指導老師 記功一次

105/11/29 陳靜珮 擔任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創意統計圖[錦圖妙計創作獎]競賽獲獎學生指導老師 記功一次

105/12/16 李維元 擔任學生社團山地服務社指導老師，榮獲教育部105年志願服務績優團隊獎項 記功一次

105/12/21 袁長瑞 指導學生參加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5/12/21 郭慧根 指導學生參加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5/12/21 張慈珊 指導學生參加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5/12/21 王聖雅 指導學生參加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5/12/21 李雪甄 指導學生參加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5/12/26 許淮之 指導學生參加105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獲獎 記功一次

105/12/26 戴莉蓁 指導學生參加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獲獎
記功一次嘉獎一

次

105/12/26 蔡振義 指導學生參加105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獲獎 記功一次

106/01/10 龔書凡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擺攤王獎第三名 嘉獎二次

106/01/10 陳念霞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擺攤王獎第一名 記功一次

106/01/10 陳念霞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慈善家獎第一名 記功一次

106/01/10 鐘美薽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擺攤王獎第一名 記功一次

106/01/10 鐘美薽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慈善家獎第三名 嘉獎二次

106/01/10 孫?芳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擺攤王獎第二名 嘉獎二次

106/01/10 孫?芳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慈善家獎第一名 記功一次

106/01/10 陳麗娜 105學年度校慶慈善義賣園遊會榮獲慈善家獎第二名 嘉獎二次

106/02/06 陳靜珮 統籌校園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緊急應變之督導、協調與執行 記功一次

106/02/06 潘存真 督導本校登革熱及茲卡病毒防治工作校園環境衛生管理相關事宜 記功一次

106/02/07 黃榮貴 負責流感疫苗接種學生秩序維護、學生緊急狀況送醫及聯絡通報事宜安排 嘉獎一次

106/02/16 李維元 指導學生參加2017年台日高級中等學校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6/02/16 謝東利 指導學生參加2017年台日高級中等學校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6/03/17 張慧美 協助105學年度第1學期大專校院學校衛生實地輔導，並提供相關受評資料供委員查閱 嘉獎一次

106/03/17 盧郁芷 協助105學年度第1學期大專校院學校衛生實地輔導，並提供相關受評資料供委員查閱 嘉獎一次

106/03/17 陳靜珮 統籌105學年度第1學期大專校院學校衛生實地輔導相關事宜及當日簡報 記功一次

105學年度教師敘獎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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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7 潘存真 督導校園環境與餐飲衛生管理相關事宜 記功一次

106/03/17 黃榮貴 協助105學年度第1學期大專校院學校衛生實地輔導，並提供相關受評資料供委員查閱。 嘉獎一次

106/03/23 張慧美 榮獲教育部105年度生命教育特色績優人員 記一大功

106/03/23 藍麗芬 帶領XE1B獲得105學年度第1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第一名 嘉獎一次

106/03/23 謝淑貞 帶領XS1A獲得105學年度第1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最佳進步獎 嘉獎一次

106/03/23 陳麗娜 帶領XG2A獲得105學年度第1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第二名 嘉獎一次

106/03/23 蔡燕昭 帶領XJ2A獲得105學年度第1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最佳進步獎 嘉獎一次

106/03/23 謝岱薇 帶領XG1A獲得105學年度第1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第二名 嘉獎一次

106/03/23 周欣 帶領XG3A獲得105學年度第1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第一名 嘉獎一次

106/03/27 盧郁芷 督導學生獎懲人數統計填報作業 嘉獎一次

106/03/27 龔萬財 督導學生人數(含原住民生)及學生獎懲人數統計填報作業 嘉獎一次

106/03/27 陳靜珮 督導學生獎懲人數統計填報作業 嘉獎一次

106/03/27 林耀堂 督導學生人數分析填報作業 嘉獎一次

106/03/27 盧美妃 督導教育部收支、決算統計作業 嘉獎一次

106/03/27 蔡文隆 督導本公務統計報表網路填報作業並表現優良 嘉獎一次

106/04/18 盧郁芷 辦理105年度「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助學金」申請暨核發工作圓滿完成 嘉獎二次

106/05/18 李維元 指導學生參加106年南區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聯合評選暨觀摩活動獲獎 嘉獎二次

106/06/02 王聖凱 指導學生參加2016-2017年度第六屆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6/06/02 鄧文龍 指導學生參加2016全國大專院校專業商展競賽-第四屆國際擬餌釣具相關產業展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6/06/02 楊晴雲 指導學生參加2016全國大專院校專業商展競賽-第四屆國際擬餌釣具相關產業展成績優良 記功一次

106/06/28 黃翠玲 辦理「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學生志工招募與培訓」圓滿完成任務 嘉獎一次

106/06/28 黃德芳 辦理「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學生志工招募與培訓」圓滿完成任務 嘉獎二次

106/06/28 陳靜珮 辦理「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學生志工招募與培訓」圓滿完成任務 嘉獎一次

106/06/28 周伶瑛 辦理「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學生志工招募與培訓」圓滿完成任務 嘉獎二次

106/06/30 謝淑貞 指導XS1A班級獲得105學年度第2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最佳進步獎 嘉獎一次

106/06/30 蔡燕昭 指導XJ2A班級獲得105學年度第2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第一名 嘉獎一次

106/06/30 謝岱薇 指導XG1A班級獲得105學年度第2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第二名 嘉獎一次

106/06/30 陳麗蘋 指導XE3B班級獲得105學年度第2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最佳進步獎 嘉獎一次

106/06/30 周欣 指導XG3A班級獲得105學年度第2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二、三組第二名 嘉獎一次

106/06/30 藍麗芬 指導XE1B班級獲得105學年度第2學期專科部一至三年級生活好模範競賽專一組第一名及服儀表現優異獎 嘉獎二次

106/07/03 程昭勳 協助中心主持及執行重大產學案，績效優良。 嘉獎二次

106/07/03 蔡佳蓉 擔任課程級數八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3 謝惠玲 擔任課程級數一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3 季慕華 擔任課程級數九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3 潘偉琪
指導學生參加2017 第四屆Spelling King--全國技專校院英語線上闖關拼字比賽，榮獲第四名與2017全國立型盃字彙達

人比
嘉獎二次

106/07/03 林憶秋 擔任課程級數四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3 劉儒燕 擔任課程級數六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3 賴琦瑾 擔任課程級數五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3 劉儒燕 擔任副主任負責盡職及105學年度英語簡報比賽負責盡職 嘉獎二次

106/07/03 吳秋慧 105學年度各項業務領導有方 記功二次

106/07/03 馮秀珍 擔任課程級數三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3 林瑋廷 擔任課程級數七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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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3 劉子瑛 指導學生參加2017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職英語拼字競賽，榮獲第三名及2017年全國技專校院英語新聞廣播比賽第四名 嘉獎二次

106/07/03 蘇琪 擔任課程級數二召集人協助撰寫多元文化語境英語革新計劃--全校課程，獲教育部通過，功效卓越。 嘉獎二次

106/07/07 陳膺成 「2017高雄市體育季系列活動」活動執行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106/07/07 蔡介裕 「2017高雄市體育季系列活動」活動執行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