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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111 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編號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1 教育處 科長 鄭玫芳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6

款 

一、 擔任學管科科長期間（107 年 5 月迄今），擘劃彰化縣科技總體計畫，組織科技輔導團，

首創全國之先，設置 2座智慧聯網中心、5座科技中心、3座數位天文台、2 座英語科技學

習中心、全面建置偏遠地區國中小數位英語情境教室暨互動式機器人、行動載具，全年無

休辦理科學營隊活動、師生親子培訓及競賽，帶領本縣學校獲中華民國第 60 屆中小學科學

展覽會縣市團體總成績全國第一、2021 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 5 白金 5 金 1 銀 11 項大獎，

偏遠地區學校在深入輔導、提供關懷及必要協助之下同樣績效卓越，興華國小代表國家獲

得 2018 機關王比賽世界賽銅牌、同安國小勇奪 2019 索尼創意科學大賞全國第一、東山國

小 AI 應用課程獲選 2020 未來教育 100、廣興國小獲 2021 亞洲機器人競技冠軍。 

二、 積極爭取中央經費挹注地方財政，完善彰化縣英語學習環境，導入勞動部大專青年學生公

部門服務計畫及教育部偏鄉整合性計畫等多項創新，174 校國小全面開辦低年級英語暨 AI

社團營隊，向下扎根，每年引進 14 位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得主 ETA 巡迴英語教學，推動

英語融入藝術、體育、綜合領域雙語計畫，建置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分級檢測平台，製

作 Changhua Reads TV 影片，與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及 20 個國外姊妹校簽訂互惠合作備

忘錄（MOU），媒合外交大使走入校園，辦理國中小與國外學生線上文化交流、合作教學及

彈性學習課程，將國際議題、外語及文化學習融入本縣學生學習中，每年國中教育會考英

語科基礎比率本縣均高於全國平均 5％以上，確保本縣學子國際移動力與競爭力。 

 

2 工務處 科長 黃勇茂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6

款 

黃科長帶領工務處道路管理科，以簡政便民與行政革新為目標，精進作為： 

一、 辦理「彰化市人本城區環境整合計畫」，榮獲內政部「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

考評計畫」評核甲等、「2020馬路好行」市容改善【全國特優】 

(一) 爭取營建署補助3.5億元，翻轉彰化古城新風貌，經達15家媒體披露，成功行銷成果。 

(二) 獲本府109年好事彰揚「拔粹團隊獎」。 

(三) 獲內政部108年「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績優單位，評核甲等，

增額補助1,000萬元。 

二、 建構優質人行動線，打造安全通學步道 

(一) 爭取內政部前瞻提升道路品質競爭型計畫共136件，獲核定達36.11億元，完成34處通學

步道，改善130處路緣斜坡，打造步行空間約30公里。 

(二) 獲本府108年好事彰揚「績效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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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三、 連續8年獲交通部橋梁檢測評鑑「優良」 

(一) 辦理縣內橋梁定期檢測計2,552座。 

(二) 爭取「行政院協助縣市政府受損橋梁整建計畫」核定5,887萬元，落實檢測，加速整建，

維護縣民行的安全。 

四、 開設 EMIC2.0防疫計程車系統派遣，接送不外漏 

(一) 啟動防疫派車執行管控及即時聯繫平台。 

(二) 徵租用計程車與巴士為防疫專車，截至110年底完成衛生局 EMIC2.0任務逾3,850件，載

運檢疫旅客9,053趟次。 

五、 建置道路挖掘管理 E 化系統，雲端申辦減碳又便民 

(一) 建置道路挖掘管理便民系統，電子無紙化，減碳量約2,605公斤/年。 

(二) 線上申辦及進度查詢，節省1,206小時/人年，提升效率，防疫期間更減少民眾感染風險。 

(三) 整合新建房屋五大管線，同步申請，齊挖齊補，避免重複挖掘。 

3 工務處 技士 程裕蒼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3點第4款 

一、 辦理「鹿江國中小第二期校舍新建工程」，榮獲本縣第一座「公共工程金質獎」： 

案於全國 78 件參賽工程中脫穎而出，獲第 20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建築類優等，並獲 2021 年

彰化縣校園建築景觀類建築園冶獎。接續辦理第三期工程，因應原物料調漲及缺工嚴重，

發包困難，積極檢討編列合理預算及工期，於 109 年 9 月順利決標，預計 111 年完工，爭

取提報本縣第 2 座金質獎。 

二、 拆除重建百年老校-大竹國小第二期老舊校舍，結合在地特色打造校園新亮點 

大竹國小校舍老舊，為提供安全舒適學習環境，辦理第二期仁愛樓拆除重建，建築外觀結

合學校特殊地理位置及舊地名，融入「山、鷹、竹」三大元素，案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落

成啟用。 

三、 因應高齡社會，建構老幼共學的美好場景： 

因應本縣人口老化及配合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獲前瞻基礎建設補助辦理「北斗鎮衛生

所暨長照社福大樓新建工程」，於北斗牛墟廣場新建大樓，結合衛生所、日照中心、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等多元服務空間，案於 110 年 1 月 14 日公開招標決標，並於 110 年 6 月 1 日開

工。 

四、 建置國民運動中心，打造優質運動環境： 

為提升全民運動風氣，辦理和美鎮全民運動館，興建本縣第三座運動中心並配合開闢聯外

道路，提供優質運動場所及休憩空間，案於 110 年 9 月 28 日決標，持續管控工程推動。 

五、 改善校園無障礙設施，營造友善就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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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辦理校園無障礙設施現勘，提供通用設計專業建議，協助編列合理預算，加速改善作業，

108~111年現勘件數計49案，獲本府教育處審查通過經費約7,055萬元。 

4 水利資源處 專員 何奕樞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

5、6 款 

一、 落實中央逕流分攤政策，解決員林淹水之苦 

(一) 主辦多項重大雨水下水道工程，其中員林市區因地形因素，長年受淹水之苦，主辦「彰

化縣員林鎮過溝排水多功能調節（滯洪池）工程(圓林園)」，完工後經多次颱風豪雨考

驗，改善員林東側淹水問題，並獲總統肯定。 

(二) 創新：本縣第一件滯洪兼具休憩場所。 

(三) 升任專員後，藉重專長督辦相關工程，其中「彰化縣員林市 C 幹線多功能調節（滯洪池）

工程（龍燈公園）」完工可解決員林市全區淹水情形，（111 年完工）。 

(四) 103 年雨水下水道維護中央考核第 1名、106、107 年拔萃團隊獎、108、109、110 年雨

水下水道資料庫業務評核優等。 

二、 積極趕辦本縣污水建設，創全國四個第一 

(一) 主辦多項污水工程，辦理二林污水用戶接管工程，使該區用戶接管率達 100％。另主辦

「彰化市污水系統」，採用統包模式，排除傳統發包弊端，整合介面、工程提前 1 年 4

個月完工。獲行政院長及內政部長肯定。 

(二) 彰化污水系統創全四個第一：以統包方式辦理、建築資訊模型設計、獲銀級綠建築及智

慧建築標章、獲優良智慧建築貢獻獎。 

(三) 升任專員後，督辦「鹿港福興污水系統」循「彰化市污水系統」模式辦理，提前於 111

年完工(預定 112 年)。另持續推動「和美污水系統」（管網 111 年完工）、「彰化市污水

系統（第二期）」（設計中）。 

(四) 106 年績優人員、106 及 107 年府列管計畫考列優等、106 及 109 年河川及海洋污染防

治考核特優。 

三、 重現鹿港溪風華，整治三部曲 

鹿港溪為鹿港母親之河，其最早的記錄，可追溯至康熙 34 年《臺灣府志》內的「鹿仔溪」，

早期肩負鹿港地區船運重擔，後來因河道淤積及員林大排興建，造成鹿港溪上游水源阻斷，

另大量生活污水的流入，導致長年惡臭，故爭取及督辦鹿港風華再現三大計畫，首先阻絕

生活及晴天污水排入（污水截流），次之導入建構之礫間處理場及鹿港水資中心淨化水質（水

質改善），最後以當地生態、行船、場所等歷史記憶以工程方式刻畫出鹿港之水岸生活（水

岸營造），並根除惡臭問題，重現往日風華，於 110 年 10 月全數完工。 

四、 督辦治理計畫延續性工程，構建友善水利環境 

 



 4

編號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督辦石笱（110.5 竣工）、睦宜及山寮排水（在建）等治理計畫工程。 

5 

彰化縣警察

局刑事警察

大隊 

偵查佐 林正庭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6

款 

林員任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佐，司重大刑案偵破及查處影響社會治安、人民權益重

大之矚目案件，破獲案件如下: 

一、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勇股何檢察官蕙君指揮偵辦臺灣泰華施股份有限公司、智森國際有限

公司涉嫌詐欺及違反藥事法案，上記 2家公司以食品藥物管理署所列僅適用於食品用器材

消毒之第一級消毒液，混充為須列第二級以上始能進行消毒醫療器材之消毒液，販賣給國

內數十家負責洗腎之醫療機構，犯嫌劉○○等人為牟取不法利益，竟漠視廣大洗腎患者之

健康，所為影響人民生命健康甚鉅，經本局、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及彰化縣衛生局共同組

成專案小組，執行多次搜索進而查獲，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發布新聞，電子及平面媒

體均以頭版方式予以報導，透過媒體宣傳藉以導正視聽。 

二、 為有效打擊黑幫分子淨化社會治安，本局首重肅槍、緝毒，經長期布線得知犯嫌蔡○○、

黃○○等 2 人擁槍自重、暴力討債外，並籌組槍械改造工廠，報請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指

揮偵辦實施通訊監察後於 110 年 9 月間予以破獲，蔡嫌自網路習得改造槍、彈技術後，在

自家以大型車床、銑床、研磨機、砂輪、電鑽、鑽頭、老虎鉗、膛線刀、銼刀、板手等工

具，改造手槍之滑套、槍管、槍機、撞針等主要零件，並購買彈頭、彈殼予以填充黑色火

藥、底火後以壓彈機壓製成子彈，以每把約新台幣 15 萬元之價格販售。 

三、 犯嫌蔡○○涉嫌於自家改造槍械外，又夥同犯嫌廖○○於彰化縣和美鎮孝義路承租一處民

宅，2 人共同籌組製毒工廠，涉嫌購買各類化學藥劑利用攪拌器具予以混合後，再進行分

離、冷凍結晶，製成第三級毒品 K他命之先驅原料，幸為本局得以查獲進而避免毒品流入

校園，荼毒學生。 

四、 108 至 109 年間共查緝、溯源李○○等 20 餘人涉嫌販賣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並經起訴

在案，有效淨化社會治安，功績卓著。 

 

6 
彰化縣衛生

局 

衛生稽

查員 
謝敏玲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5、

6、8 款 

一、 辦理業務盡心盡力，績效卓著 

(一) 106-107 年榮獲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考評績優。 

(二) 106 年督導芳苑鄉衛生所榮獲第 11 屆金所獎優等獎。 

(三) 106 年糖尿病支持創新模式推展計畫榮獲全國第一名。 

二、 承辦慢性病共同照護系統改版，推廣至 3 個縣市應用 

(一) 97 年起至 108 年承辦該系統，整合人員管理、糖尿病及腎臟病照護資料庫，減少人力

耗費及登錄錯誤率。 

(二) 截至 110 年 12 月已推廣至桃園市、台南縣、嘉義市衛生局及本縣 54 家醫療院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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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三、 建置雲端化公共衛生基層照護整合資訊系統，多元整合，平行推展，造就公共利益 

(一) 108 年起建置此系統，預定 115 年前完成中央、局內等照護系統介接，整合公共衛生及

門診掛號、看診功能。至 110 年底已完成導入 13 家衛生所，預計 111 年全縣 27 家衛生

所全面上線，嘉惠 3 百多個醫護人員。 

(二) 可應用於慢性病、傳染病、預防接種 …協助衛生所人員個案追蹤；另電子轉診功能自

動彙整資料上傳及下載健保署。 

(三) 日後將推廣到其他縣市廣泛應用。 

四、 協助新冠肺炎防治推展，皆能順利完成，並掌握進度 

(一) 110 年完成 PCR 系統建置 

與醫療院所系統介接，自動傳輸檢驗資料，即時掌握全縣各醫療院所新冠肺炎篩檢情

形、追蹤陽性個案。 

(二) 110 年協助完成健康自主管理系統建置 

針對居家自主管理個案，定期發送簡訊，主動關懷個案，服務更周全。 

(三) 協助整理 65 歲以上戶役政名冊，以利疫苗接種造冊。 

配合中央政策家戶符合施打對象造冊，提供村里長協助發送名單照護資訊能力不足的族

群。 

7 
彰化縣環境

保護局 
技士 廖志穎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3點第4款 

一、 廖員任職環保局負責本縣溪州焚化廠營運管理工作，肩負本縣垃圾處理大任，將家戶垃圾

妥善處理視為志業，鑑於本縣焚化廠設備已老舊，故超前佈署升級計畫，近年投入設備改

善，有效提升操作績效，於 107 至 109 年連續榮獲環保署焚化廠查核評鑑績效進步獎、自

主改善獎及特別獎肯定。 

二、 主辦業務期間秉持服務貢獻精神，運用多年廢棄物處理經驗，協助解決各公所清運廢棄物

所面臨之問題，深獲肯定。公務期間外，仍保持戒慎恐懼心態，確保垃圾清運正常處理，

每年除夕過節主動至焚化廠督導垃圾進廠處理狀況；曾於 110 年接獲 2 起民眾誤將貴重物

品丟入垃圾車送至焚化廠案，即時指示焚化廠提供安全裝備並協尋，幸能及時覓得，深獲

民眾感謝。 

三、 成功運用民間資源，積極開拓廢棄物處理管道，首創將不可燃廢棄物送土石方資源處理場

再利用及不具回收價值之回收物交由鍋爐業者作為替代燃料使用，更於 109 年成功整合各

廢棄物處理管道，策劃完成本縣廢棄物多元處理計畫，未來將朝多元模式處理各類廢棄物，

達資源循環目標。 

四、 溪州焚化廠委託操作採購效益豐碩，本縣焚化廠委託期限於 110 年 6 月屆滿，為確保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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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量能無虞並提升焚化廠運作效能，透過縝密合約設計搶佔市場先機，為國內第 1 件以

採購法招標焚化廠長約代操作案件，更創全國首例交付垃圾處理，廠商給付費用先例，整

體經濟效益至少 33 億餘元，且廠商接廠後 110 年焚化量更創近十年來最高佳績，吸引環保

署、各縣市環保局詢問及多家媒體報導，成為各縣市辦理焚化廠委託服務標竿，並榮獲本

府好事彰揚績效卓越獎殊榮。 

8 

彰化縣彰化

市東區衛生

所 

護理師

兼護理

長 

白美雲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

6、7 款 

一、 個人榮譽:榮獲彰化縣政府 108 年績優服務人員、110 年獲頒糖尿病衛教學會百大優良糖尿

病衛教人員。 

二、 績效卓越:101-109 年帶領衛生所同仁連續 9年榮獲衛生所績效考評特優，106-109 年更連

續四年排名第一名，同獲全所考績甲等殊榮，創下全縣唯獨一無二的記錄。 

三、 屢屢獲獎:108、109 年榮獲中央健康保險署糖尿病品質卓越獎，初期慢性腎臟病品質獎、

108 及 109 年獲得國民健康署持續運作優良糖尿病支持團體獎、109 及 110 年「提升糖尿病

健康促進機構照護品質計畫」成果特優獎。 

四、 通過機構認證:帶領衛生所通過中央健康保險署「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認證」及衛生福利部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五、 極盡所能、公衛先鋒:本縣萬人健檢草創期協助衛生局建立雛形，奠定萬人健檢活動模式，

成為全國各縣市及國際間參訪取經對象。 

六、 發揮所長、引領後進:100 年即為本縣「優質健兒門診」進階種子教師，除積極帶領所內團

隊服務轄內嬰幼兒外，更協助衛生局培訓各衛生所護理人員取得進階認證，至今已培育出

無數之優質種子師資，嘉惠本縣嬰幼兒，提升服務品質。 

七、 克盡職守、好還要更好: 

(一) 主動提供精神病個案管理實務經驗，積極面訪高風險病患，發現個案護送就醫問題，積

極且主動與衛生局聯繫，成為日後衛生局訂定政策修正方向。 

(二) 疫情期間主動協助回國居檢民眾之糖尿病採血針回收，避免造成防疫漏洞。 

(三) 建立社區癌症篩檢分時分流機制，減少民眾等候，提高民眾受篩意願，深獲社區民眾及

合作醫院肯定。 

 

9 
彰化縣消防

局 
分隊長 劉玉祥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

5、6、8款 

一、 搶救重大災害，奮勇盡職，圓滿達成任務： 

(一) 110.9.15 指揮搶救彰濱工業區太陽能光電設施火警，迅速控制火勢。 

(二) 110.6.30 參與喬友大樓火警帶隊入室搶救，執行 3 樓火勢攻擊以及 7-9 樓率隊搜救受

困民眾與失聯消防同仁，成功救出受困消防員 2 名，以及發現受困及罹難民眾並進行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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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4.14 指揮搶救鹿港高中旁烤漆工廠火警，迅速阻絕延燒，避免鄰近學校、廠房遭

到波及。 

(四) 110.1.30 指揮搶救廖厝里電器回收場火警，迅速控制火勢。 

(五) 109.10.10 指揮搶救中山路住宅火警，救出民眾 4 名。 

(六) 109.7.13 指揮搶救肉粽角海域船舶火警，救援傷者 3 名。 

(七) 109.7.3 指揮搶救中山路火鍋店氣爆，救出傷者 2 名，排除瓦斯漏氣危害。 

(八) 109.3.8 指揮搶救彰濱工業區承龍電鍍工廠火警，防止毒化物質洩漏並撲滅火勢。 

(九) 108.5.22 指揮搶救埤頭巷工廠火警，有效阻絕延燒。 

二、 推動彰化縣消防局制度沿革及教育訓練，提升同仁安全及救災能量: 

(一) 於喬友大樓火警後，加入本局火場搶救安全推動小組，進行制度、訓練、裝備器材等項

目的規劃與改革，並陸續推行「火場安全管制」、「幕僚管制作業」等制度。 

(二) 普及推動消防人員「火場生存訓練」，參考美國及桃園推行成效，並客製化本局訓練。 

三、 統整地方資源、組織，擴充救災軟、硬體，提升地區防災能量： 

(一) 110 年促成、規劃化學車(繼茂號)捐贈案。 

(二) 110 年促成、規劃救護車(鐘泰號)捐贈案。 

(三) 106-110 年持續推動鹿港老街、古蹟周邊防災規劃，強化地方自主防災能量。 

(四) 108-110 年持續接洽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捐贈及協助裝設，延長避難弱者避難逃生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