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獎勵

1 嚴子傑 財政處 科員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2 歐乃中 主計處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3 吳俊傑 農業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4 蘇百鴻 地政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5 陳雅芬 勞工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6 謝文娟 都市發展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7 蔡玲珊 衛生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8 張榮興 警察局 分局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9 黃培書 消防局 隊員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10 李彥松 消防局 隊員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11 凃秀惠 安平區公所 課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12 林淑貞 忠義國小 幹事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13 黃毅叡 崇明國小 主任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臺南市政府100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本府100年9月9日府人考字第1000694284號函核定

備註：本府稅務局股長李玟玟經行政院 100年8月31日院授人考字第1000049349
號 函核定為行政院100年模範公務人員。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獎勵

1 馮淑惠 財政處 股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2 吳慧萍 人事處 專員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3 林怡壯 資訊中心 主任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4 張惠雯 民政局 主任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5 陳宜君 教育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6 黃文彥 水利局 總工程司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7 蔡奇昆 佳里地政事務所 主任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8 呂國隆 都市發展局 技正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9 陳淑娟 衛生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10 林威廷 消防局 隊員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11 賴青足 東區區公所 課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12 吳俊旻 安平區公所 課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並給公假5天。

臺南市政府101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府人考字第1010457396號函核定

備註：本府財政處股長馮淑惠、衛生局科長陳淑娟等2員經本府推薦參加行政院

101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獎勵

1 葉安晉 法制處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2 陳真真 主計處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3 林梅妮 財政處 秘書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4 王雅禾 工務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5 郭輝信 殯葬管理所 所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6 陳月英 衛生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7 張文昌 教育局人事室 主任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8 黃信銓 水利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9 劉守禮 都發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10 陳啟正 地政局 科長
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五

萬元，並給公假5天。

臺南市政府102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2年3月22日府人考字第1020242673A號函核定

備註：本府法制處科長葉安晉、財政處秘書林梅妮等2員經本府推薦參加行政院

102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編

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財政處 科長 蘇雙樂

2 人事處 視察 陳珉君

3 農業局 技士 林雪英

4 工務局 副總工程司 陳世仁
並推薦參加行

政院103年模範

公務人員選拔

5 水利局 科長 葉俊良

6 東南地政事務所 課長 吳漢宗

7 都發局 科長 魏榮宗

8 衛生局 科長 黃文正
並推薦參加行

政院103年模範

公務人員選拔

9 稅務局 科長 周易霖

10 安平區公所 課長 陳秀嫣

11 龍崎區公所 主任秘書 蕭琇華

臺南市政府103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3年3月5日府人考字第1030181091A號函核定



編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主計處 科長 薛如君

2 人事處 科長 鍾環安

3 動物防疫保護處 副處長 吳名彬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4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4 經濟發展局 科長 徐國清

5 地政局 科長 周彥廷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4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6 都市發展局 科長 蔡孟儒

7 公共運輸處 處長 黃耀國

8 衛生局 科長 韓佩軒

9 東區區公所 區長 吳明熙

10 安定區公所 區長 朱棟

臺南市政府104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4年3月12日府人考字第1040230763A號函核定

註：冊列人員編號係依服務機關順序排列。



編號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備註

1 財政處 專門委員 陳家慶

2 人事處 科長 邱文智

3 觀光旅遊局 科長 陳崇彝

4 工務局 大隊長 危仕修

5 水利局 科長 邱乾艷

6 都市發展局 科長 林惠真

7 文化資產管理處 處長 林喬彬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5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8 交通局 股長 莊惠忠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5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9 稅務局 主任 鄭美甘

10 麻豆區公所 區長 林振祿

臺南市政府105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5年4月6日府人考字第1050251965A號函核定

註：冊列人員編號係依服務機關順序排列。



編號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備註

1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謝振益
原任北區區公所

區長，106年3月

1日調任現職

2 資訊中心 管理師 許育誠

3 教育局 主任 林香君

4 觀光旅遊局 科長 蔡宜宏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6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5 工務局 主任秘書 鄒譽名

6 水利局 科長 林冠宏

7 都市發展局 科長 楊佳明

8 交通局 科長 呂獎慧

9 衛生局 股長 陳姿蓉

10 消防局 分隊長 林育碩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6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臺南市政府106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6年3月27日府人考字第1060275634V號函核定

註：冊列人員編號係依服務機關順序排列。



編號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備註

1 本府 秘書 田玲瑚

2 人事處 專門委員 陳秀月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7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3 智慧發展中心 組長 林奕志

4 民政局 科長 陳文琪

5 停車管理處 處長 黃俊傑

6 社會局 科長 楊瑞美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7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7 觀光旅遊局 科長 丁玲琍

8 警察局 分隊長 林志魁

9 消防局 股長 蔡承諭

10 環境保護局 技正 陳幸芬

11 財政稅務局 主任 莊宏光

12 北區區公所 課員 李俊杰

臺南市政府107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7年4月16日府人考字第1070335917A號函核定

註：冊列人員編號係依服務機關順序排列。



編號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備註

1 主計處 科長 陳忠誠

2 民政局 科員 蔡芷欣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8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3 觀光旅遊局 科員 黃昭瑋

4 工務局 副局長 王建雄

5 水利局 科長 楊津豪

6 勞工局 科長 沈淑敏

7 都市發展局 科長 梅國慶

8 文化資產管理處 組長 林佳蕙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8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9 衛生局 科長 吳桂琳

10 消防局 股長 邱士榮

11 警察局 主任 許敏能

臺南市政府108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8年4月11日府人考字第1080431506號函核定

註：冊列人員編號係依服務機關順序排列。



編號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備註

1 秘書處 科長 方翠娟

2 智慧發展中心 組長 林詩涵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9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3 民政局 科長 張森穆

4 教育局 科長 陳宗暘

5 經濟發展局 科長 郭坤助
推薦參加行政院

109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6 觀光旅遊局 科長 林士群

7 工務局 科長 林尚卿

8 地政局 科長 邱榮杰

9 都市發展局 科長 鄭伊峻

10 衛生局 主任 李盈霖

11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大隊長 林宏昇

12 消防局 隊員 蘇郁庭

13 財政稅務局 主任 劉懋瑛

臺南市政府109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09年4月1日府人考字第1090351392號函核定

註：冊列人員編號係依服務機關順序排列。



編號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備註

1 民政局 專門委員 楊雅苓

2 觀光旅遊局 股長 陶國隆

3 工務局 科長 林玉茹
推薦參加行政院

110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4 水利局 科長 蔡英明

5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秘書 李雪華

6 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主任 梁偉玲

7 東南地政事務所 技士 陳冠廷

8 都市發展局 科長 黃廸南

9 文化局 科長 梁晉榮

10 交通局 專員 陳英傑

11 衛生局 科長 蔡玲珊
推薦參加行政院

110年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12 警察局第二分局 巡官兼所長 何家慶

13 消防局 科長 邱淵明

14 官田區公所 區長 顏能通

臺南市政府110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110年4月7日府人考字第1100358711號函核定

註：冊列人員編號係依服務機關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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