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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屆校友楷模名錄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校友總會校友楷模出爐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為表彰對國家社會及母校有特殊貢獻之校友，以光大

校譽，並激勵在校學生奮發向上，特舉辦校友楷模選拔活動。第十一屆東海

大學校友總會 校友楷模遴選委員會會議，於 2020 年 12 月 13 日召開，共有

8 位校友獲選（依畢業年排序）。 
並訂於 2021 年 1 月 16 日(六)早上在東海大學舉辦的校友總會會員代表

大會公開表揚及頒發校友楷模當選證書和獎牌乙座。 

姓名 畢業屆系別 現   職 

陶蕃瀛 第 20 屆社會系社工組 台灣福氣社區關懷協會理事長 

袁小琀 第 25 屆化學系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周志宏 第 27 屆資科系 台達電子工業永續長暨發言人 

朱念慈 第 27 屆化工系 李長榮科技獨立董事 

張耀懋 第 28 屆企管系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巫慧燕 第 28 屆國貿系 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董事長 

陳淞屏 第 30 屆企管系 國介企業總經理 

林建宇 第 35 屆建築系 林建宇建築師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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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度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校友總會校友楷模出爐當選人簡介 

(依畢業年排序) 

姓名/ 陶蕃瀛 

 

畢業年限/ 西元 1978 年第 20 屆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

畢業 

經歷 ───────────────────────────────────

1.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副教授(1986-2001) 
2.東海大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3.健康管理學院首任社會工作系主任(2001-2003) 
4.靜宜大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2004-2005) 
5.静宜大學青少年兒童福利系主任 
6.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青少年兒童福利系副教授(2003-2020)(退休) 
7.現職為台灣福氣社區關懷協會理事長、有本公司董事及有本書房人生顧問 

特殊表現經歷 ───────────────────────────────

關於社會影響角色： 
合樸農學市集共同創立人(臺灣第一個有機小農市集)(2008)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象圈工程(社區工作)中區召集委員(2008～) 
台灣福氣社區關懷協會創會常務理事(2010～2014) 
台灣福氣社區關懷協會理事長(2014～) 
有本公司董事、有本書房(獨立書店)人生顧問兼店長(2020～) 
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2019，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 
關於社會影響故事： 
1. 從自己經驗出發追求的民主參與，影響社會工作後進者的學習 

陶蕃瀛校友，教職員生、朋友、同學、社福界人士口中親切的小陶/小陶老師，

他是東海大學 20 屆社會系社工組第一居學生，學生時期便深度參與東海工營的運

作，深受練馬可老師影響。工作營是一個強調民主參與的組工作裡所強調的自我與

他人共在的民主精神息息相關。陶校友以自營的經驗以及對社會工作的理解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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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不管在教學以及後續的社皆強調這樣的民主精神，也將這樣的民主參與原則帶

進自己與學生/社工/社區的對話過程裡，這種自身實踐的體現，可說是對於社會工作

的後進者有相當大的啟發。 
2. 921 地震後一連串的社區實踐，影響社會工作實踐與知識的錬接 

「社區工作」是陶校友在社會工作教學/研究的學術領域，但同時也是他身體力

行的社會實踐。在這樣的學術與身體實踐歷程中，影響與縫合了社會工作學術無法

「在地」的難題。 
(1) 1999 年 921 集集大地震後，陶校友參與南投縣中寮鄉的重建計畫研究團隊，負

責社會福利與生活重建部分。協助引進專業社福團隊營運南中寮與北中寮的生

活重建中心，並整合協調中寮鄉兩個生活重建中心與社會福利部門的合作。同

時亦協助建立中寮鄉許多小農產品直銷的行銷點。義務協助的工作直至 2006 年

才因赴美一年完成博士學位而中斷。 
(2) 2007 年延續在中寮鄉農產品行銷的經驗，糾集朋友籌備有機小市集。 
(3) 2008 年與陳孟凱等人成立合樸農學市集。該市集是台灣第一個市集，致力推展

小農合作，合樸農學市集引領了台灣地區農民市集的潮流。合樸農學持續運作，

開發農產品加工、有機豆腐工廠，持續改善台灣有農業生產與行銷營運的量能。

(4) 2008 開始擔任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象圈工程（社區工作）中區召集委員。每年

從苗栗、台中、彰化、雲林到嘉義地區長期持續資助三十個左右的基層社福團

隊教會附設安親班、寒暑假的營隊活動，並資助十個偏鄉小校的學童早餐。帶

領伊甸中區團隊訪視各個團隊，引進物資金錢與教育訓練課程。 
(5) 2010 至今，擔任「台灣福氣社區關懷協會」創會常務理事(2010-2014)以及台灣

福氣社區關懷協會理事長（2014-迄今），教學與社區實踐齊頭並進。福氣社區

關懷協會鑒於台中海線社會福利機構及服務相對缺乏，於十年前在清水地區設

立，並致力於社區的深耕服務。初期不到十位工作人員，同心協力推動社區智

能障礙者雙老家庭的社區日間成長活動及家庭照顧支持服務。隨著在海線地區

服務需求的增長及政府邀請協助下，十年間在沙鹿、梧棲及清水等地發展出四

個據點，提供失智長者、成年心智障礙者及家庭之多元服務與社區照顧工作。

至今，福氣協會已發展成為有一百多位專職工作人員的服務網絡，組織健全，

營運效能備受地方、企業及政府肯定，並建立公開透明之責信制度，年度預決

算均經會計師簽證。 
(6) 2020 年 8 月開始，秉持人生持續耕耘、致力靈性提升、共築美好生活之信念，

於大學屆齡退休後，加入有本股份有限公司社會企業團隊，擔任董事及有本書

房人生顧問及書房營運，致力於長者共居的服務創新量實驗與行動。有本公司

好好園館將於今年 12 月下旬開幕營運,目前正在推動大齢生活營及各式實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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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號召認同長者共居理念的人加入合作，同時致力青年工作者培力。陶校

友一連串的社區實踐，除了以自身實踐經驗來不斷辯證社區工作知識外，也實

質地影響了社區居民的生活，實踐與示範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精神。 
3. 基進化社會工作教學，為社會工作學生養成教育帶來的鉅大影響 

陶校友在社會工作學系擔任教學工作三十餘年，課堂教學是他與學生教學對話

最頻繁的場域。社會工作學門裡有許多的理論與流派，對社會工作所扮演的各種角

色也有不同的批評。但台灣社會工作學界隱隱有一種主流的保守價值，是教學以及

實務工作最被遵循的，但同時卻讓養成教育中的學生沒有機會學習多元的社會工作

價值。陶校友在社會工作概念及教學上延續著基進社會工作的實踐，在課堂教學中

不斷努力地激發學生返回自身的基進實踐對話，也接受學生的挑戰，讓學生在課堂

中學習到不同於主流社會工作知識，並得以實踐於實務工作中。許多學生在畢業後

擔任社工角色時，才更能深深體會此中的影響力。 
也因為這樣的基進化努力，當 921 地震後因為政權更迭而導致南投縣生活重建

中心社工集體失業所集結的「漂流社工」群體組織，有許多陶校友當年曾教過的學

生一起組成，甚且陶校友也參與了這個組織的運作，對於後績社工爭取勞動權益有

相當大的影響。 
另外，陶蕃瀛校友在教學典範上，強調詮釋與批判取向，因此在教調行動研究

的重要，也適時補足了社會工作學術較為缺少的面向，豐富了學生的學習。即使後

來離開東海大學社工系，但當系上需要陶校友協助教學/訓練工作時，他都義不容

辭，亦以實際行動展現這種行動取向的典範。 
4. 集結教學與實踐經驗，影響與建構社會工作知識的「在地經驗」 

2019 年，陶校友獲本系邀請，擔任東海大學校友卓越講座。本次講座陶校友訂

了三個演講題目，皆是從他的實踐與學術經驗對話而生的。此三個講座題目為：「社

會工作與社群生活：助人自助」「助人工作者的知識生產：關照身心靈與社會」「社

會工作實踐的方法論：合作共好的大學之道」。這次講座可以說是陶校友 30 餘年社

會工作經驗的總結，對應著社會工作知識的本體論、知識論與方法論，也映照了社

會工作知識可以是經驗的、實踐的、在地的，不再只是歐美地區的外借理論。對於

台灣社會工作學界建構屬於台灣自己的在地知識可說是相當重要的一步。 
綜上所述，陶蕃瀛校友對於社工學界與實務界的影響可說是不言可喻，他熱心

公益，熱愛母校母系，努力發揚東海大學求真、篤信、力行精神，以及不遺餘力照

顧母校校友及學弟妹，其人生典範，足以成為東海大學校友楷模。因此，本系強烈

推薦陶蕃瀛校友為校友楷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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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袁小琀 

 
畢業年限/ 西元 1983 年第 25 屆化學系畢業 

經歷 ───────────────────────────────────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2017 迄今) 
-台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曁分子生物研究所兼任教授(2004 迄今)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研究員(2000-2017)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所長(2015-2017,2001-2002)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1992-2000) 
-美國洛杉磯加州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1988-1992) 
-美國南加州大學化學系博士(1988) 
-東海大學化學系學士(1983) 

特殊表現經歷 ───────────────────────────────

袁小琀博士是傑出的結構生物學家，也是致力於研究核糖核酸代謝的優秀科學家 
袁博士的研究重點是聞明一組蛋白質在加工處理 DNA 和 RNA 上的分子機制。

袁博士的實驗室運用 X 光射線晶體學以及生物化學、生物物理和分子生物學技術來

研究這些重要的蛋白質，在 DNA 修復、RNA 成熟和 RNA 降解過程中分子機制。

一直以來她堅持不懈的致力於了解核糖核酸代謝的基本的生物化學問題，並有豐富

出色的論文發表。而且她的研究在疾病治療的藥物開發中，可提供重要的基礎。 
總體而言，袁博士在核糖核酸代謝的結構和功能研究領域中，有傑出的成就。

過去幾年來，獲得了多項獎項，包含： 
2020 科技部 108 年傑出特約研究員 
2016-2020 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 
2016-2019 科技部特約研究員 
2013-2016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 
2011-2014 國科會 100 年度傑出獎 
2011-2015 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 
2006-2010 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 
2003-2005 國科會 92 年度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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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周志宏 
畢業年限/ 西元 1985 年第 27 屆資訊科學系畢業

經歷 ───────────────────────────────────

2004 年加入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擔任台達永續長暨發言人，負責

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策略與利害關係人溝通，以「世界級企業公民」及「綠能科技先驅」

做為對外溝通策略的兩大主軸，使外界充分瞭解台達永續經營的理念與實踐。 
  目前同時兼任臺北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副理事長。在加入台達電子之前曾服

務於工業技術研究院、世界先進積體電路公司及臺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亦曾擔任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講師。 

特殊表現經歷 ───────────────────────────────

領導推動台達永續發展，接軌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積極響應國際倡議

活動，讓台達屢獲各界肯定： 
 2011~2020 年連續十年入選道瓊永續(DJSI)世界指數，連續三年、第五度榮獲電

子設備、儀器及零組件產業領導者 
 2016、2017、2019 年入選碳揭露專案(CDP)氣候變遷領導等級 
 2005~2020 年榮獲《遠見雜誌》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歷年累計獲得 15 座首獎、2 
次年度榮譽榜 

 2018 年加入 EV100 國際電動車倡議，台達成為全球第一家電動車能源基礎設施

提供者的會員 
 2017 年率先訂定科學基礎減碳目標，至 2025 年減碳56.6%，台達成為台灣首家通過 

SBTi 審查企業，具體回應全球氣候控制升溫 2℃內 
 2017 年起積極導入氣候相關財務揭露，評估氣候變遷對台達造成的風險及機會，

成為全球首家科技製造業 TCFD 支持者 
 2015 年簽署《We Mean Business》，承諾「企業自主減碳」、「揭露氣候變遷資訊」與「參

與氣候政策」 

 2016 年獲得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金會頒發－傑出公關獎之優異發言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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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朱念慈 

 
畢業年限/ 西元 1985 年第 27 屆化工系所畢 

現職 ───────────────────────────────────

 李長榮科技獨立董事 
 永光化學集團顧問 
 永豐餘工業紙顧問 
 台灣化工學會監事 
 東海大學新北校友會理事 
 東海大學企業導師 

學歷 ───────────────────────────────────

 國立中央大學高階企業管理碩士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系 

經歷 ───────────────────────────────────

 國立中央大學國際產學聯盟執行長 
 邦益有限公司總經理 
 杜邦公司副總經理（可持續事業發展、新創事業亞洲區杜邦電子通訊事業部、杜

邦太巨…） 
 財團法人資源循環台灣基金會資深顧問 
 科技部工程司循環材料高值化審查委員 
 台灣化工學會常務監事 
 台灣化學科技協會常務理事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EETAMS 審查委員 
 國立中央大學管理學院 EMBA 校友會理事 
 國立中央大學企業導師 
 國立中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創業導師 
 國立中央大學 EMBA 課程諮詢委員 
 淡江大學化材系課程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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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張耀懋 

 
畢業年限/ 西元 1986 年第 28 屆企業管理學系畢 

學歷 ───────────────────────────────────

1. 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博士 
2. 美國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碩士（LL.M.） 
3. 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LL.M.） 
4. 中國醫藥學院醫務管理學研究所碩士 
5. 東海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管理學士 

現任 ───────────────────────────────────

1.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2. 臺北醫學大學法務長、管理學院副院長、衛政中心副研究員、醫管系副教授 
3. 臺大公衛學院、陽明、中醫、大葉兼任副教授 
4. 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嘉義市政府市政顧問 
5. 卓越雜誌總主筆 
6.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新聞顧問 
7. 財團法人張錦文教授基金會董事 
8. 財團法人莊逸洲基金會董事 
9. 醫療奉獻獎執行委員會執行長 
10. 國際醫療典範獎執行長 
11. 衛福部國健署、疾管署諮詢委員 
12. 史懷哲 2.0--青年返鄉計畫執行長 
13. 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諮詢專家 
14. 衛福部國際醫療工作小組專家委員 
15. 台灣展臂閱讀 Reach Out and Read 理事長 
16. 嘉義市醫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17.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臺灣護理教育評鑑委員會委員 
18. 亞洲大學校務顧問 
19. 聯合報編輯部醫藥新聞組組長、資深撰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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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研究中心（East Asian Legal Studies）訪問學者 
21.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Takemi Program 研究員（2006.09-2008.06） 
22. 美國傅爾布萊特基金會（Fulbright）獎助學人 
23. 亞洲華人醫務管理交流學會監事 
24.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委員 
25. 中華民國醫事法律學會理事 
26. 衛生署結核病防治委員會委員 
27. 國家衛生研究院全民健保體檢小組諮詢委員 
28. 民生報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工會理事、常務監事 
29. 健保行政協會監事 
30. 醫療精算學會理事 
31. 民生報生活新聞中心副主任、醫藥新聞組長、召集人、記者 

特殊表現事蹟 ───────────────────────────────

1. 2020 國立臺灣大學 108 學年度兼任教師教學優良獎 
2. 2014 卓越新聞獎評論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3. 2014 優良健康讀物-《醫２３事》(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主辦) 
4. 2013 消費者權益報導獎優勝（行政院消保會主辦） 
5. 2013 消費者權益報導獎佳作（行政院消保會主辦） 
6. 2013 卓越新聞獎評論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7. 2012 消費者權益報導獎優勝（行政院消保會主辦） 
8. 2012 吳舜文即時新聞報導獎（吳舜文新聞獎助基金會主辦） 
9. 2012 金鼎獎科學類入圍：《醫２３事》（文化部主辦） 
10. 2012 北市十大好書：《醫２３事》（台北市政府主辦） 
11. 2011 消費者權益報導獎優勝（行政院消保會主辦） 
12. 2011 吳舜文即時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助基金會主辦） 
13. 2011 卓越新聞評論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14. 2011 卓越即時新聞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15. 2011 卓越國際新聞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16. 2011 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台北市記者公會) 
17. 2011 斐陶斐榮譽會員 
18. 2010 卓越新聞評論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19. 2009 吳舜文即時新聞獎（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20. 2009 卓越專題新聞報導獎（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21. 2009 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台北市記者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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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07 思恆獎（張思恒文教基金會） 
23. 2006 美國 Fulbright 基金會獎助學人（學術交流基金會） 
24. 2006 千里馬計畫獎助學人（國科會） 
25. 2006 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佳作獎(台北市記者公會) 
26. 2005 卓越新聞評論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27. 2004 卓越新聞評論獎入圍（卓越新聞獎基金會） 
28. 2004 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台北市記者公會) 
29. 2001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金會） 
30. 2000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金會） 
31. 1999 金鼎獎（行政院新聞局主辦） 
32. 1999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金會） 
33. 1998 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新聞局、國科會、新聞評議委員會主辦） 
34. 1997 守望東台灣報導文學佳作獎（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主辦） 
35. 1994 吳舜文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助基金會主辦） 
36. 1993 金鼎獎（行政院新聞局主辦） 
37. 1993 吳舜文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助基金會主辦） 
38. 1992 金鼎獎（行政院新聞局主辦） 
著作目錄： 
1. 馬背上的白袍騎士（合著，弘毓社福基金會出版，2015） 
2. 無界花園─李天德的逐夢人生（合著，中國生產力中心，2013） 
3. 上醫醫國─楊思標的人生故事（主編，合著，聯合醫學基金會出版，2013） 
4. 醫二三事（時報文化出版社，2011.6） 
5. 台灣醫療的第三力量（主編與總策畫，聯合醫學基金會出版，2009） 
6. 在有需要的地方照見他（合著，臺北，行政院衛生署，2004.12） 
7. 醫療，從愛出發（合著，臺北，行政院衛生署，2004.04） 
8. 用愛為醫療添薪（合著，臺北，行政院衛生署，2001.05） 
9. 臺灣情義標竿（合著，臺北，行政院衛生署，2000.04） 
10. 愛在吾土吾鄉（合著，臺北，行政院新聞局，1998.04） 
11. 名人談保健（合著，民生報叢書出版，1996） 
12. 向病魔挑戰（合著，民生報叢書出版，1996） 
13. 健保備忘錄（民生報叢書出版，1995） 
14. 我的經驗－百病訪良醫（合著，臺北，民生報叢書，1992） 

現職臺北醫學大學衛生福利政策研究中心及嘉義市衛生局局長的張耀懋副教

授，專長為健康傳播與新聞、社區健康促進及衛生法規與政策分析。臺灣大學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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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管理研究所博士畢、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碩士畢、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

畢，以及中國醫藥學院（今中國醫學大學）醫務管理學研究所碩士畢，屬跨領域之

代表，無論於媒體傳播、公共衛生、醫療管理、醫療法律等層面，均有相當專業。

張耀懋副教授曾任臺北醫學大學法務長及管理學院副院長，對相關醫療法規有

密集審核經驗，2008-2010 年曾任亞洲大學校務顧問，2006 年至 2008 年至哈佛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Takemi Program 研究員，並獲得美國傅爾布萊特基金會（Fulbright）
獎助學人。2013 年以來，開設課程著重於衛生法規、公共衛生倫理、醫療行銷等課

程，課程內容解構國內外傳播媒體與衛生政策間的相關，也根據過去執業經驗分析

傳播媒體在政策執行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對同學介紹各類型衛生議題分析與醫療新

聞的評價與利害糾葛；另一方面講解國內外傳播媒體的應用，也於 2020 年獲選國立

臺灣大學 108 學年度兼任教師教學優良獎。張耀懋副教授領導的研究團隊多年執行

衛生福利部委託研究計畫，包含我國醫事管理及醫療服務模式因應環境變遷之對策

分析、受僱醫師納入勞動基準法相關法制及輔導措施執行計畫等，以醫務法規因應

社會發展與變遷。2015 年第一屆「史懷哲 2.0 返轉臺灣在地深耕計畫」，張耀懋副

教授擔任史懷哲 2.0 青年返鄉計畫執行長，此計畫將青年送進偏鄉長駐，透過定點

觀察瞭解在地問題，也熟悉地方資源，最後提出解決方案。上述成果足以表現張耀

懋副教授致力於教學、研究、服務全面發展。 
同時，張耀懋副教授多年媒體經驗奠定傳播基礎，張耀懋副教授自 1990 年於民

生報就職曾任生活新聞中心副主任、醫藥新聞組長、召集人、記者，進而擔任民生

報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工會理事、常務監事、健保行政協會監事、醫療精算學會理事、

國家衛生研究院全民健保體檢小組諮詢委員，提供健保建議。2008 年至 2014 年擔

任聯合報編輯部醫藥新聞組組長、資深撰述委員，曾獲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卓越

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卓越新聞獎、金鼎獎、思恆獎及社會光明

面報導獎等二十餘座新聞獎項，合併入圍新聞獎項卅餘次，得獎次數之多，創當時

紀錄。 
張耀懋副教授一直關注偏鄉弱勢及醫療教育，於 2009 年、2011 年獲得社會光

明面新聞報導獎，完成之著作《醫２３事》獲得 2012 金鼎獎科學類入圍及 2012 台

北市政府主辦北市十大好書，此書也於 2014 年獲得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主辦優良

健康讀物。另外，張耀懋籌辦財團法人厚生基金會舉辦之醫療奉獻獎，今年滿卅年，

及五屆國際醫療典範獎，紀錄臺灣許許多多為偏遠醫療、弱勢族群奉獻，以醫療為

志業的醫療從業人員；另一方面，張耀懋副教授擔任台灣展臂閱讀協會之榮譽理事

長，在台灣，弱勢學齡前幼兒目前外界資源難以照顧的一群，弱勢偏鄉的家庭環境

影響下一代的未來，展臂閱讀透過偏鄉醫療系統推廣學齡前共讀，希望所有孩子都

有均等閲讀機會。張耀懋副教授以自己擅長的媒體與傳播方式關懷偏遠與弱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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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方面，張耀懋副教授分別於 2017.12-2018.12 及 2019.3 至今曾擔任兩屆嘉

義市衛生局局長。有鑑於嘉義市於 2017 年 10 月邁入高齡社會，因此衛生局結合在

地醫療團隊及社區專業師資，設立「社區營養推廣中心」，並設計健康課程，為嘉

義市長輩客製化各項課程，提升長輩活力。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於張耀懋副教授擔任

局長期間，嘉義市不僅僅獲得衛生福利部舉辦「健康傳播素材徵選活動」之金獎、

銀獎、佳作等獎項，並著重於長者衰弱評估互動、菸害防制等健康識能活動推廣。

嘉義市衛生局分別於 2019 年、2020 年入圍政府服務品質獎，2020 年嘉義市獲得康

健雜誌健康城市非六都全國第一，及縣市首長健康施政滿意度第二；2020 年的遠見

雜誌城市競爭力評估嘉義市於「醫療衛生」類別，在六都外拿下全台冠軍。嘉義市

醫療資源充足，建構出「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的美譽。 
張耀懋副教授整合自己的多項專長，結合健康傳播與新聞、社區健康促進及衛

生法規與政策分析，在實務上、研究發展、關懷弱勢及教育上不遺餘力，致力發展

醫藥法規、公共衛生，為臺灣盡出一份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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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巫慧燕 

 
畢業年限/ 西元 1986 年第 28 屆國貿系所畢 

經歷 ───────────────────────────────────

1. 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 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3. 施羅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4. 退休基金協會副理事長 
5. 德商德盛證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企研部主管 
6. 法商惠嘉證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專員 

特殊表現經歷 ───────────────────────────────

 英商施羅德證券投信董事長 
 中華民國證券投信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理事 
 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常務理事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理事、資產管理委員會聯席主席 
 台北英僑商務協會 Financial Service Committee 聯席主席 
 證基會資產管理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 
 政治大學商學院風險與保險研究中心專業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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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陳淞屏 

 
畢業年限/ 西元 1988 年第 30 屆企業管理系所畢 

經歷 ───────────────────────────────────

  民國 76 年創立國介安全企業商行迄今，現為國介企業有限公司與禾康消防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理。 

特殊表現經歷 ───────────────────────────────

一、推動產業創新及轉型 
  市場上消防同業多以消防設備銷售為主，為了重新定位消防的價值，讓消防不

單只是被動的工程設施，我致力於如下幾個面向： 
(一)取得先進消防設備技術產品代理權提升產業獲利一區隔市場 

(二)掌握營建市場脈動與機會一提升產業獲利 

(三)培訓專技人員一致力管理/專業人才的培訓 

(四)強化創新消防設計，來因應瞬息萬變的產業特性 

(五)專注於「消防」本業，提升台灣消防產業的價值 

(六)不斷的學習與創新，持續改善台灣消防產業環境，深耕台灣市場 

二、創新設計 
  長期致力於消防創新的工法研究，改變整個產業的體質，使其功能發揮到最大

值。創新工法如下： 
(一)推廣非典型中繼連結系統一免中繼層水箱 
(二)CF III (Close Foam System)引進台灣一創造新停車場美學 
(三)研發國產消防精品 GOT 創新設計的消防設備可解決實務上的落差 
三、建構優質創新環境、人才培育與社會成效 
  讓員工能在工作中不斷發揮與成長，使經營績效不斷提昇，三十多年來成長穩

健，也屢獲客户的佳評與政府肯定，並於 2017 年取得國家人才發展獎。 
四、社會責任的回饋活動 
  積極參與社會責任回饋 
1. 20170604 返校東海大學演講-從畢業 30 年點點滴滴談創業歷程 
2. 20180429邀請東京都八王子市前市長黑須隆一蒞臨演講-傳授人生經驗及對台灣

年輕一輩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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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0915 推動公司參與世界淨灘日活動 
4. 20181129 台科大演講-居家及正確工作安全場所的消防觀念 
5. 20190622 東南同濟會演講-居家防火及工作環境防火 
6. 多場大專青年輔導講座、進入職場前講座 
7. 消防局辦理多場專業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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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林建宇 

 
畢業年限/ 西元 1995 年第 35 屆建築所畢業 

經歷 ───────────────────────────────────

學歷： 
 民國 82 年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考試及格  
 東海建築學士  
 東海建築研究所碩士美國南加大 USC 都市計劃與開發學院碩士 
資格：  
 建築師  
 台灣省建築師公會高雄縣辦事處室內裝修委員 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行動

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  
 公共工程品質管理人員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  
 室內裝修審查人員 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人員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  
 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經歷：  
 王昭藩建築師事務所建築設計師  
 陸軍第六軍團工兵組專案工程官  
 林正男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鵬發建設專案建築師  
 林建宇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憲德國際不動產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實踐大學兼任講師 永達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文化大學教育推廣中心兼任講師 

特殊表現經歷 ───────────────────────────────

一、東海建築系甫畢業即考取建築師。 
二、作育英才，擔任實踐、永達、文化、高雄應用科大以及金門大學等多所大學講師。

三、109 年起獲聘為全國建築師公會法益委員會副主委。 
四、現任高雄市建築師公會理事暨紀律委員會主委。 
五、所設計作品獲獎無數（如附件）。 
六、熱愛母校響應螞蟻雄兵築巢計畫捐磚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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