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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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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處 科長 李焜鵬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7款 

一、 推動戶政事務所組織整併： 

1. 召開跨局處會議，強化橫向整合本府（民政處、人事處、財政處、主計處、  行政處、計畫處），由秘

書長擔任召集人，民政處長擔任副召集人，就各處職權部分，全力協助支援，使整併繁鉅工作能如期順

遂完成各項業務轉換。 

2. 重視同仁工作權及保障人事安定，遵循不強迫調職（逼退等…），戶政整併實施計畫採循序漸進，以達

到組織變革創新與穩定人心雙贏的局面。 

3. 以「核心戶所」及「衛星辦公室」的概念運作，共用資源及彼此互相支援，兼顧服務效能及效率，強調

【戶政合併、服務不變】的重要理念。 

4. 戶所整併係機關內部組織再造，每年可節省人事費約 2仟餘萬元，減少財政負擔。 

二、 辦理祝生好孕金鏟子： 

對於特殊節日辦理結婚登記的新人，致贈經開化寺註生娘娘加持過的「早生貴子包（紅棗、花生、桂圓、

瓜子）」及「金鏟子」，表達對新人的祝福，使新人備感溫馨，展現貼心有感的施政，深獲民眾好評，並

獲各類媒體報導。 

三、 戶政業務績效評鑑成績卓越： 

內政部對各縣市政府辦理的年度戶政業務評鑑，本縣連續八年榮獲優等，107 年更獲得乙組第 1 名殊榮，

並於全國戶政日慶祝活動中，由副總統親自頒獎。 

 

2 教育處 科長 喬麗文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款 

一、 102 年至 105 年擔任教育處科員期間，負責中部首座國民運動中心促參業務，為縣庫每年創收新臺幣(以

下同)300 萬元 

        積極辦理中部首座國民運動中心「彰北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及營運移轉計畫，圓滿達成任務：

彰北國民運動中心促參委外，委託中州學校財團法人營運，提供縣民平價、優質運動設施，並每年為縣

庫創收權利金及房地租金約 300 萬元。 

二、 105 年至 106 年擔任教育處督學期間，積極辦理 106 年全中運相關運動場館興(整)建業務：負責「106

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執行委員會競賽部場館組業務，圓滿完成賽事籌備工作，競賽場館整修如

期如質竣工。 

三、 106 年迄今擔任教育處體育設施科科長期間，積極辦理各項體育業務，創造運動經濟效益，累計爭取中

央經費達 6億元，並推動運動場館營運管理精進措施 

(一) 爭取社會體育活動經費每年約 2,500 萬： 106 年迄今爭取教育部體育署運動 i臺灣計畫經費累計約

7,500 萬元，每年度於縣內推動逾 3,000 場次社會體育活動，提供縣民規律運動機會。 

(二) 督導推動「鹿港慶端陽-國際龍舟賽」系列活動，每年推動創新作為，頗受各界好評，活動期間吸

引逾 10 萬名觀光遊客，打造「夜的經濟」觀光效益。 

(三) 督導推動馬拉松活動，以運動行銷縣內農特產品及觀光，創造「運動經濟」效益，108 年更積極爭

取冠軍帽選手伊登於 11月 9日至 11月 11 日訪問彰化，國內媒體紛紛報導，打造彰化運動經濟品

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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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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體育設施建設經費累計爭取 5.3 億元：主動爭取中央各項建設經費，改善基層運動場館設施，除教

育建設經費外，更盤整資源，額外爭取他部分(環保署)改善公廁經費，106 年迄今約爭取 5.3 億元

經費整建，提供縣民優質運動設施。 

(五) 配合中央各項政策，推動運動場館營運管理精進措施，榮獲教育部體育署各項績優勉勵，包括體育

場館查核率達百分百、運動 i臺灣計畫績效特優等。 

3 工務處 科長 許僅宜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6款 

許科長帶領工務處運輸管理科，以有限的人力及創新之思維，策劃推展本縣交通業務，由原本的道路建設範

疇，成功跨入軌道建設、公共運輸、前瞻停車場工程及智慧交通的領域，正迎頭趕上六都發展，多項具體成

果如下： 

壹、 推動軌道建設： 

一、 彰化市鐵路高架化：可行性研究報告獲交通部審查通過。 

二、 規劃彰化捷運路網：完成「彰化縣大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評估」，目前續辦「鹿港捷運路線」及「員

林溪湖二林捷運路線」可行性評估。 

三、 爭取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案通過審查。  

貳、 爭取交通路網生活圈道路補助經費： 

成功爭取交通部及營建署補助東彰道路北段及南延段新闢工程、大埔截水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及洋仔

厝溪堤岸道路拓寬等重大工程，共計 82.83 億元。 

參、 提升公共運輸服務： 

一、 運量提升：新闢 8 條市區客運路線，如溪頭公車，運量成長卓著，榮獲 106 年「金運獎-運量成長

獎」，107 年、108 年旅客人數倍增。 

二、 建置智慧型候車設施：43座候車亭、119 座智慧型站牌及彰化公車 APP。 

三、 建置鹿港、溪湖、二林、大葉大學、明道大學等轉運站。 

肆、 停車管理： 

一、 開辦路邊停車收費：提供超過 448 萬次停車服務，公務收入 1億 3千萬元。 

二、 新建 5座前瞻停車場，經費達 16.65 億元。 

三、 完成路邊停車多元繳費系統建置。 

伍、 智慧交通 

一、 完成鹿港鎮動態停車資訊導引系統建置。 

二、 辦理本縣智慧交通安全及控制規劃案。 

 

4 社會處 科長 鐘泂偉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6、8款 

任職社會處社會發展科及保護服務科科長具體事績如下： 

一、全國社區發展業務考核特優，成績全國第一。 

辦理全國社區發展考核，成績如下： 

(一)106 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社區發展等第：特優，分數全國第一。 

(二)108 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社區發展等第：特優，分數全國第一。 

備註：該項考核每 2年舉辦 1次。 

二、申請前瞻基礎建設 19案，核定 1億 2,708 萬 7,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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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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6 至 108 年申請衛生福利部前瞻基礎建設經費，核定如下： 

(一)「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社區活動中心項目。 

   1、新建 4案，核定 9,830 萬元整。 

   2、修繕及改建 12案，核定 2,546 萬 6,000 元整。 

(二)「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 

   1、耐震能力評估 1案，核定 15萬元。 

   2、耐震補強計畫 2案，核定 317 萬 1,000 元整。 

三、辦理業務、慶典及表揚活動富有創意，核定敘獎及頒發激勵獎金 

(一)辦理 108 年模範母親節表揚活動，以雙舞台創意點子改善冗長頒獎流程，深獲與會貴賓好評，於擴

大主管會議由王縣長頒發激勵獎金。 

(二)規劃彰化縣雙十國慶活動，將室內慶祝形式轉為戶外遊行慶典，提升民眾參與度，並引起網路社群

及媒體正面報導，有效行銷彰化縣政府。 

四、彰化縣政府好事張揚獎勵計畫，獲頒 2次拔粹團隊獎 

擔任社會發展科及保護服務科科長期間，獲頒拔粹團隊獎如下： 

(一)106 年下半年社會發展科獲頒拔粹團隊獎。 

(二)108 年下半年保護服務科獲頒拔粹團隊獎。 

備註：104 年下半年社會發展科獲頒拔粹團隊獎。 

5 新聞處 科長 賴如雅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款 

1. 擔任新聞科長協助局處召開各項縣政記者會，全年服務不打烊普獲駐縣媒體讚譽： 

學以致用，任勞任怨，持續服務於新聞處超過 17 年，各項新聞宣傳廣獲媒體報導，致力行銷彰化，如

去年彰化的馬拉松嘉年華很不一樣，尤以挪威選手伊登來彰化田中馬，協助把握時機適時行銷讓世界看

見彰化。強化各項作為，如交通建設及醫療衛生服務，全國首創骨質密度篩檢車、C型肝炎根除，施政

滿意度獲媒體施政用心人民有感中奪得金獎，行銷彰化縣勇獲各項佳績，運用多媒體管道進行宣傳，並

積極克服困難，績效卓著。 

2. 行銷各項創新作為，亮點彰化，提振農產各面向： 

彰化正在改變，如教育方面，成立全台第一所「AIoT 智慧聯網教育中心」，在就業方面，彰化縣失業率

是全國第二低，去年彰化縣擴大舉辦 5場次加強宣傳，在推動觀光方面，去年的節慶活動，如花在彰化

吸引 87 萬人次，重慶「銅梁火龍」表演單日吸引 3萬人次;鹿港慶端陽，亮點鹿港桂花巷藝術村每日人

潮超過 10 萬人次;王功漁火節新增百米免費烤蚵廊道活動，用免費烤蚵吸引遊客，帶動地方商機，二天

活動吸引超過 33萬人次，海牛文化節等，協助在有限的經費下，改變思維、努力發揮創意創意行銷，

帶動在地經濟。 

3. 精進推動各項防衛、全國性評比及作為，新聞宣傳，成效顯著： 

如 108 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工作成效評鑑乙組第 1名、108 年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執行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評比等第「特優」、新住民照顧服務績效實地考核宣傳事宜獲內政部評列優

等、全民防衛動員訪評業務評比列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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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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法制處 
消費者

保護官 
林秀蓮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款 

自 107 年 1月起擔任消保官後即創新消保業務，結合科技以 Line、影片分享等有效方式為全方位消保宣導，

讓民眾在最短時效內獲得消費新知，避免業者假消費真詐欺，預防消費糾紛，108 年度更首創開辦夜間假日

法律諮詢服務及跨局處合作之消保宣導活動，以強化守護食安，致力創造消費者、業者及政府三贏的局面，

其顯著成果主要如下： 

一、 首創「守護食安聰明納稅社區法律行動專車」活動、設攤及校園、企業經營者、婆媽市場等全方位宣

導 108 年共 29 場次: 

消保官結合稅務局及政風處辦理聯合宣導活動，並說明近期消費爭議案例，強調消費前要注意「停、

看、聽」，且於春節等在傳統市場向婆媽推廣食品安全知識。 

二、 率先首創開辦夜間及假日遠端視訊法律諮詢共有 1106 位民眾諮詢，展現本府貼心服務: 

首創週六上午遠端視訊及週一晚上夜間現場，藉由各戶政事務所已建置之遠端視訊設備及消費服務中

心現場諮詢服務，提供鄉親方便、專業的法律諮詢服務。 

三、 積極查核年節等食品共辦理 29場次，以嚴格食安把關：  

消保官至傳統市場或超市等，針對散裝食品等之保存期限、產地、品名等項目為查核或檢驗，守護民

眾健康。  

四、 以中彰投聯名函提出修法建議予中央，從法制層面保障消費者權益： 

建議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修正案添加未有設廠登記業者所產製之食品添加物，獲衛福部回

應列入修法參考。 

五、 消保官於行政院消保官聯繫會報提案： 

「市面銷售手機其手機充電孔規格不一，建請統一規格」建議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回應列入修法

參考，加強維護消費者權益。 

 

7 彰化縣消防局 隊員 徐尚瑋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3、4、6款 

1. 當選 101 年度彰化縣消防局電話禮貌績優人員。 

2. 當選 103 年度彰化縣消防局鳳凰櫥窗榮譽榜人員。 

3. 當選 107 年度彰化縣消防局消防楷模。 

4. 當選 108 年度彰化縣消防局搶救重大災害績優人員。 

5. 101 年度消防工作，榮獲全國第一名，相關出力人員。 

6. 104 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專案，成績榮獲全國第一名，辛勞得力。 

7. 105 年 01 月 04 日執行溪湖鎮華中街瓦斯自殺搶救案，搶救得宜，未有人員傷亡。 

8. 105 年 02 月 27 日執行月 06日執行溪湖鎮忠溪路車禍救助案，善用各式救助器材，順利救出受困人員。 

9. 106 年 06 月 03 日溪湖鎮鹿島橋溪水溢堤撤離案，協助民眾緊急撤離，未有人員傷亡，順利完成任務。 

10. 106 年 07 月 22 日溪湖鎮二溪路二段 336 號工廠火警搶救，冒險犯難進入火場搶救，工作特別辛勞得

力。 

11. 106 年 11 月 09 日溪湖鎮西環路 163 號不銠鍋火警搶救案，冒險犯難且充分展現消防技能，順利完成

搶救任務。 

12. 107 年主動與景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接洽辦理捐贈消防警備車，充實車輛裝備器材。 

13. 107 年於轄區內主動接洽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捐贈，受贈七百餘只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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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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7 年 06 月 08 日福興鄉福興橋潛水救溺案，擔任潛水搜救人員，尋獲一名溺水民眾。 

15. 107 年 08 月 21 日溪湖鎮彰水路四段 256 巷公共氣體及油類管路災害搶救案，有效使用水霧稀釋瓦斯

濃度以避免災害。 

16. 108 年 08 月 17 日彰化縣溪湖鎮興安路 321 巷 24 號附近執行車禍受困救助案，善用各式救助器材，順

利救出受困人員。 

17. 108 年 10 月 03 日溪湖鎮二溪路一段 345 號住宅火警入室搶救，尋獲火點並將民眾搬離火場，工作辛

勞。 

8 
彰化縣彰化市

南西北區衛生

所 

醫師 李旻樺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7款 

一、 服務績效卓著 
(一) 103-107 年連續 5年榮獲健保署「糖尿病支付服務方案」醫療品質卓越獎。 
(二) 102 年帶領團隊以「建立癌症篩檢服務網絡」榮獲衛生福利部「第七屆金所獎」全國優等獎。 
(三) 106 年榮獲彰化縣政府績優服務人員獎。 

二、 最佳公衛行銷推手 
(一) 102 年 5月美國 Tulane university 參訪團及 103 年 4月陝西省勉縣衛生醫療團蒞縣參訪長期照護體

系及基層衛生保健業務，由李旻樺醫師兼主任負責接待及簡報，成功行銷我國公共衛生政策。 
(二) 106 年 10 月承辦「2017 預防保健實證國際研討會-彰化經驗」整合式健康篩檢示範觀摩會，計 10 國

專家學者參與，親自帶領體驗篩檢流程。  
(三) 108 年 9月 25 日美國公衛教育聯盟及歐美亞等 14個國家， 47 位知名公衛學者專家及臺大公衛學院

等 50 多位國內學者，參訪彰化縣萬人健檢，李旻樺醫師兼主任協助全程以英文介紹活動內容，讓彰
化萬人健檢受到國際矚目。 

三、 撫慰往者家屬心，讓人倍感溫暖 
     106-108 年「行政相驗」達 228 人、312 人、270 人，為全縣行政相驗最多之衛生所醫師，曾 1天 10 人，

忙到未用餐，無半句怨言。105 年 5月民眾投信「民意信箱」稱許李旻樺醫師兼主任為民服務至上，讓
喪家倍感溫暖。 

四、 承先啟後，致力提攜後輩 
     104 至 108 年擔任彰濱秀傳、彰基及台中醫院「畢業後一般醫師訓練計畫」社區醫學指導醫師，也是陽

明、輔仁大學醫學系見習學生指導老師，每梯次李旻樺醫師兼主任皆親力親為指導，傳承其習醫之專業
與社區經營行政經驗；106 年更協助錄製肝硬度超音波專業教學影片。 

 

9 
彰化縣花壇鄉

白沙國民小學 
護理師 李昭婷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2、4、8款 

一、 100 年 12 月迄今擔任彰化縣白沙國小護理師，任內推動學校健康促進盡心盡力，健康促進考評多年來

均獲得評選優等，108 年績優被指定參加 109 年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 

二、 擔任學校護理工作期間之工作態度、品德、工作知能均有卓越表現，榮獲彰化縣 107 年度優良學校護

理人員，樹立學校護理楷模。 

三、 自 102 年開始參與「慢性病個案健康管理」議題，在照護學校慢性病學童如：糖尿病、氣喘、癲癇、

腦癌、代謝症候群高危險群併黑棘皮症…等不遺餘力，108 年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評選為全國國

中、國小校園慢性病個案管理成效優良獎，為彰化縣爭光。 

四、 致力於含糖飲料禁止進入校園及施行兒童減糖教育，分別於 107 年及 108 年均榮獲彰化縣國中小學校

「減糖大競賽」全縣第八名之殊榮。 

五、 在校期間經常協助弱勢、家庭突遭變故學童，給予關懷輔導、提供生活物資、課業輔導及教導生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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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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校內一名診斷為惡性腦癌個案，開刀住加護病房期間，因家境困頓，主動提供住院所需尿布、看

護墊、濕紙巾…等衛生用品，並予慰問金補貼醫療費用，出院在家安寧一年期間，提供護理指導與諮

詢、壓瘡換藥及注射止痛嗎啡漏針護理，在其病情惡化案母分身乏術時，協助接送兩位案姐上下學，

每週至家中關懷探視，直到 107 年 11 月 30 日下午個案在家離世，聯絡安寧護理師正在外地無法立即

趕回，案母驚慌失措求助，予協助聯絡衛生所醫師至個案家中進行行政相驗，待確認自然死亡由醫師

開立死亡證明書。隨後予進行屍體護理，並陪伴家屬宣洩悲傷情緒，協助申請學生平安保險身故理賠，

持續關懷家屬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