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屆傑出校友名錄

以姓氏筆畫排序
姓名：王銀來
學籍：高中部 78 年畢業
學歷：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
義守大學高階管理碩士專班畢業(EMBA)
現職：國軍高雄總醫院牙科部主任
事蹟： 1.86 年赴法國接拉法葉艦
2.88 年至 89 年海軍敦睦支隊牙醫師
3.95 年榮獲優良軍醫
4.98 年榮獲國防醫學院校友會傑出校友
5.108 年榮獲國防醫學院特殊貢獻獎

姓名：吳秋麗
學籍：高中部 67 年畢業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
現職：高雄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事蹟：
1. 93 年經高雄律師公會推薦為中華民國年鑑時人錄
人選，供行政院新聞局編輯 2005 年版「英文台灣
年鑑」時人錄。
2. 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扶助律師暨審查委員
3. 高雄律師公會平民法律服務義務律師
4. 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義務律師
5.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義務律師
6. 高雄市婦女會家和專線義務律師
7. 吳秋麗事務所主持律師
8.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9. 鼓山區公所調解委員
10. 書記官普考及格
1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姓名：李明彥
學籍：高中部 88 年畢業
學歷：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方法學碩士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事蹟：
1. 2016 年創辦雙連梨有限公司，並於三年間創造近
新台幣 1200 萬之營業額；2017 年輔導雙連梨有限
公司，打敗 1200 餘家企業，獲得經濟部 SBIR 的
60 萬補助。
2. 雙連梨社會企業致力於苗栗縣卓蘭地區地方創
生，成功保留偏鄉小學免於廢除；三年間協助卓
蘭地區農友全年收入增加 10%；促使地方經濟活
絡吸引青年回流，約已有 10 名青年回流；成功開
發全國性通路及路銷售平台，如 CITY’SUPER、
楓康超市、無毒農、愛買、阿瘦。
3. 2017 年大學社會責任補助計畫中，校內有三個計
畫案取得補助，其中有二個計畫由本人提出並獲
得兩年共計 2,190 萬的研究補助。推動偏鄉弱勢小
校轉型、發展社區文化保存活動、培育大學生投
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工作(SDGs)、培力校內師
生投入及從事社會企業創業等，解決社會弱勢族
群所面臨的問題。
姓名：洪英章
學籍：高中部 78 年畢業
學歷：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現職：顧問協理 台灣區電信/能源暨公部門市場負責人

事蹟：
1. 獲得 2018 年大中華區 IBM 最高個人榮譽獎項
HPC (Hundred Percent Club)
2. 帶領 IBM 業務及顧問服務團隊，獲得 2018 年楷
模團隊獎(Valuable Role Model) ，並獲得最有價
值團隊獎 (Most Valuable Team).
3. 帶領 IBM 業務及顧問服務團隊與遠傳和西門子
組成國際團隊，於 2018 年贏得國家前瞻計畫綠
能建設之智慧電表資料中心(MDMS) 建置標案。
4. 獲得 2015 年大中華區 IBM 超級英雄 (Super
Hero) 獎

姓名：高子耕
學籍：高中部 52 年畢業
學歷：中國醫藥學院畢業
現職：台東縣成功鎮耕仁診所醫師
事蹟：

1. 台東縣成功鎮耕仁診所醫師
2. 兼做義務法醫，協助台東地檢署司法檢驗，檢
驗大體無數
3. 擔任地方法院榮譽觀護人
4. 擔任 12 屆省鳳校友會會長
5. 從事醫療工作超過 40 餘年，平日門診、夜間
及重大事故傷患急診，均細心診視處理，對
於行動不便病患，並親自外出出診，視病猶
親，獲得病人及家屬的高度好評，榮獲 2014
年醫療奉獻獎

姓名：陳嘉勻
學籍：高中部 88 年畢業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材料學及工程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學及工程學系碩士、博士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副教授
事蹟：
1. 2015 年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補助
2. 2016 年科技部優秀人才措施補助獎勵
3. 2018 年成大工學院明日之星研究補助

姓名：陳檡文
學籍：高中部 65 年畢業
學歷：中央警察大學第 45 期刑事警察學系畢業
現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事蹟：
1. 警界歷練完整，曾任台北市刑大大隊長、刑事局主
任秘書、嘉義市警察局長、刑事局副局長、保七
總隊長、警政署警政委員、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
察局局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等重要職務。
2. 個人品德操守、專業能力、工作績效卓越，備受長
官肯定，屢獲肯定並主動拔擢。
3. 歷任各項職務，服務期間工作均表現優異，績效卓
著，並主動推動各項為民服務的創新作為，與各
級地方首長、民代互動良好，深獲民眾肯定。

姓名：曾榮豐
學籍：高中部 68 年畢業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博士
現職：國立高雄大學主任秘書
事蹟：
1. 參與 2020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由高雄大學主
辦，是高雄市一大盛事
2. 76 年考取公職，100 年取得教職，名符其實「公教」
人員
3. 90 年投入高雄大學創校時期相關軟硬體之建置
4. 86 年參與第二高速公路國家重大交通工程建設
5. 84 年當選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優秀稅務人員

姓名：黃子珉
學籍：高中部 73 年畢業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地質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源所碩士
現職：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空間資訊部副理
事蹟：
1. 73 年鳳山高中 3 年七班模範生
2. 10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國家高等考試榜首
3. 102 年國技專案管理師考試及格(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
4. 台灣最具規模工程顧問公司服務超國 27 年，參與
國家重大建設-內政部營建署雨水下水道普查總
顧問計畫、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大規模崩塌檢測資
料庫計畫、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都市防災地質
資訊分析與建置計畫、台北捷運公司全線隧道維
護檢測計畫等

姓名：葉仲原
學籍：高中部 77 年畢業
學歷：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法學組
現職：葉仲原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事蹟：
1. 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除於夜間擔任法律諮
詢，亦積極落實維護弱勢者的司法近用權，提供
多元扶助的法律連結服務。

姓名：歐陽汎怡
學籍：高中部 87 年畢業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學士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博士
現職：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教授
事蹟：
1. 發表 36 篇 SCI 相關科學論文
2. 2014 年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獎
3. 2014 年美國礦冶材料學會(TMS)年輕學者獎、2015
年 TMS 海報論文第一名
4. 清華大學奈微與材料科技中心副主任
5.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第十屆理事
6. 指導學生獲獎無數，如 2018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學
生口頭論文競賽第一名、2017 IUMRS-ICA 最佳
研究生海報論文、2016 TMS 最佳研究生海報論
文、2015 TMS 海報競賽第一名及第三名…等
7. 產學合作成效豐碩-與工研院電光所合作、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等
8. 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2014、2018)
9. 清華大學傑出導師獎(2017)

姓名：蔡孟燦
學籍：高中部 85 年畢業
學歷：台灣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博士
現職：長庚大學電機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事蹟：
1. 現為長庚大學電機系系主任，致力於生醫光電與醫
學工程之研究，現合聘於長庚醫院神經外科擔任
副研究員、獲選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並予以研究
補助、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擔任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主辦之全國第 17-20 屆
傑出光電產品獎評審、曾合聘為長庚醫院皮膚科
副研究員、曾任明達醫學科技公司擔任技術顧
問、緯宇科技技術顧問。

姓名：蔡展維
學籍：高中部 77 年畢業
學歷：私立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 學士
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 經濟學碩士
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 經濟學博士
現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副教授兼處長
事蹟：
1. 日本文部省學習研究獎勵費，日本米山獎學生
2. 國科會一般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3. 崇越碩士論文獎優等論文獎指導教授一次
4. 管科會碩士論文獎優良論文獎指導教授兩次
5. 帶領職涯發展處獲頒青年發展署頒贈全國優良職
輔單位銅等獎兩次

姓名：盧文憲
學籍：高中部 76 年畢業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學士
國防醫學院航太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師
事蹟：
1.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主治醫師
2. 台灣兒童急診醫學會副秘書長
3. 教育部審定副教授
4.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第四十八屆優秀論文獎』
第 3 名 (2018)
5. 高雄榮民總醫院 臨床教學績優獎 (2019)、高雄榮
民總醫院 國外進修研究獎 (2018)、高雄榮民總
醫院 醫療技術創新獎 (2018)
6. 高雄榮民總醫院 優秀論文獎第一名(2014)
7.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療技術創新獎 (2014)
8. 中華民國新生兒醫學會新生兒高級救命術指導員
9. 台灣兒童急診醫學會 副秘書長
10. 中華民國專利 發明第 I581791 號:發明名稱: 六
羥季銨鹽類治療哺乳動物腸病毒 71 型腦炎的用
途

姓名：薛如倩
學籍：高中部 77 年畢業
學歷：Webster University （Irvine Campus）
MBA 企管碩士
Argosy University --- DBA 企管博士
現職：建築師事務所 行政/財務經理
事蹟：
1. 任職中國信託期間嫻熟存、放款、基金、投資、保
險理財等相關業務，服務銀行頂級 VIP 客戶，深
得客戶信任，曾獲最佳禮貌服務獎，信用卡推廣，
基金銷售，放款業務等多種獎項全國前 2 名之佳
績。直至 2001 年赴美。
2. 以不到 1 年半時間取得美國企管碩士學位，進入完
全陌生領域---美國地產開發公司任職會計經理。
迅速上手。
3. 於任職美國公司期間，續進入企管博士班就讀，於
處異鄉競爭及忙碌工作中，仍繼續精進學業。
4. 於 2011 年回台後，任職和以往經歷完全不同領域
之建築師事務所。事務所大都承作公共工程設計
監造業務。雖異於以往經歷，但仍努力學習，熟
悉建築師事務所承作相關業務流程法規外，亦對
於政府採購業務有相當了解及經驗。
5. 中山大學政經系外聘講座，每學期至中山大學政經
系授課，將所學相關知識傳授給莘莘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