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立平南國中四十周年校慶傑出校友出席名單 

傑出校友出席狀況 

序 屆別 擔任職務 姓名 重要事蹟 

1 1 宏昌國際有限公

司董事長 

林皓筠 ◎學經歷介紹 

靜宜大學外文系英語組畢業 

政治大學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 

淡江大學在職教師第二專長國文科學分班結

業 

法國巴黎 Le Maquillage Professionnel 專

業美容技術學院結業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暑期進修班結

業 

經歷： 

美商 Glolier業務專員 

興業(股)公司董座秘書 

能仁家商美容科專任教師 

普力帝(股)有限公司負責人 

特殊經歷： 

取得教育部中等學校英文科教師證書 

◎傑出優良事蹟 

取得臺灣區第一屆國家美容執照 

臺北國際中華盃美容美髮技藝大賽評審 

全國中華校際盃美容美髮技能大賽評審 

韓國漢城第十回美容文化藝術大賽 Olympic

大會評審委員 

著作： 

1. «塑身窈窕 333» (2004 出版) 

2 «新重慶魅力遊» (2006出版) 

2 1 立恩科技有限公

司負責人 

呂志忠 ◎學經歷介紹 

明志工專 

3 1 壹等賞景觀餐廳 

負責人 

鄧玉珍 ◎學經歷介紹 

中壢高商 

4 2 新北市大觀國中 

校長 

顏學復  ◎學經歷介紹 

1.民國77年自省立台北師專畢業，分發在台

北縣服務。 

2.民國84年國立台北師院畢，91年碩士畢，

102年教育博士學位。 

經歷 

1.歷經國小導師9年、國小主任教、訓、總、

輔四處主任8年 。 

2.民國93年考取國小校長，後借調教育局2

年。 

3.民國96年遴選至新北市三峽區有木國小，

第一任第二任校長5年均服務有木國小。 



4.民國100年考取國中校長，民國101年遴選

至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中學，第三任及第

四任校長8年均服務於大觀國民中學。 

◎傑出優良事蹟 

壹.擔任國小及國中校長13 年主要辦學績效 

(一) 生態農場‧探索夢田—三峽山區有木

國小 

我民國96 年初任校長的第一個學校是有

木國小，位於三峽鎮海拔約300 公尺偏遠

山區小型學校，人口大量外移，學生人數逐

年減少，故和學校同仁研發有意義、有價值

的課程，置入情感、撰寫文本、創造故事，

例如運用學校生態環境、文化藝術課程等，

開發「農場學校」、「生態學校」、「探索

體驗」與「文創藝術」、「深耕閱讀」「夢

田學校」。在偏鄉經濟落差、文化落差對弱

勢的孩子更為不利，因此帶領團隊打造以孩

子為課程主體的故事，如絲瓜小孩、水岸神

鼓、山城武術、大豹溯溪、課業補救旗艦計

畫，讓孩子提高學習成就感，現台灣偏鄉孩

子的生命韌性。 

當然我們也創造教育的境界，實現每個孩子

夢想：為孩子亮麗的未來，共同彩繪美麗的

圖騰，在短短的五年，我們創造了以學校為

名義的全國性競賽拿到21 項全國特優或金質

獎，甚至突破百人以上，連美國在臺協協

會、澳洲在台辦事處都來看我們。主要獎項

有: 

1.民99 年獲教育部整合空間資源暨發展特色

學校—榮獲全國特優 

2.民99 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榮獲全國銀

質獎 

3 民99 年獲教育部藝術與人文學校評選—榮

獲全國總體績優學校 

4 民100 年獲教育部整合空間資源暨發展特

色學校─榮獲全國特優。 

5.民100 年2011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KDP 國際

認證獎，社會環境組─榮獲全國特優標竿

獎。 

6.民100 年2011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KDP 國際

認證獎，學生多元展能組─榮獲全國特優。 

7.民100 年2011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KDP 國際



認證獎，行政管理革新組─榮獲全國特優。 

8.民101 年獲教育部整合空間資源暨發展特

色學校─榮獲全國特優。 

9.民101 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榮獲全國

金質獎。 

(二) 藝術科技職探創客‧探索人生—板橋

區大觀國中 

我的第三任及第四任學校，民國101 年遴

選至板橋區的大觀國中，我們立志經營一

所有特色、有故事、有溫度、有學生主體性

的學校。因為少子化危機四起，從101 年至

108 年，短短的8年間新北市國中減班將近

700 班以上，每個學校都傷痕累累，不思索

藍海策略，我的學校可能會只剩下15 班，後

來以表演藝術、裝置藝術、科技課程、職探

試驗、創客教育、探索教育等打響知名度。

我們的教學卓越獎團隊曾經連續三年從103 

年至105 年獲得新北市教學卓越獎特優第一

名，這是打破新北市在課程教學獎項的紀

錄。 

我在大觀國中打造了台灣第一個以學生為主

體的藝術科技園區，帶動新北市的藝術教育

與活動。103 年起以大觀國中為藝術基地，

啟動新北市學生多元學習的藝術教育，並成

為教育部的藝術美感種子學校，103 年成立

中華藝術科技教育專區，105 年成立技職試

探體驗中心，106 年成立創客走廊，108 年

發展智慧園區，成為臺灣集藝術、科技、技

職、創客、智慧教育園區的典範，也是以學

生為主體的一園一區一走廊，目前的藝術、

科技、技職、創客教育不僅服務新北市大觀

國中學生，平日辦理多元營隊及社團也服務

新北市各國中小學生，暑期更辦理全台各縣

市的弱勢學生營隊，服務全臺灣偏鄉學校學

子。 

當然在經營大觀國中也是全方位的，我們也

創造國中教育的新境界，實現每個孩子夢

想，在全國性的以學校為名的競賽中主要獲

得24 項大獎: 

1.民101 學年度榮獲教育部品德績優學校 

2.民102 年榮獲教育部交通安全-全國金安

獎。 



3 民103 年榮獲教育部空間美學營造與特色

學校-全國標竿獎。 

4.民103 年榮獲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 

5.民103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全國銀質

獎。 

6.民 104 年獲教育部童軍教育績優學校獎 

5 2 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 

管理師 

陳秀娟 ◎學經歷介紹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淡江大學經濟系 

楊梅高中 

平南國中 

◎傑出優良事蹟 

1.擔任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管理師為國

家工業技術發展奉獻心力。 

2.擔任聲服社社長，協助有聲書協會推廣及

發展有聲書，幫助盲胞不遺餘力。 

6 5 民視公司攝影中

心召集人 

咼昇軍 ◎學經歷介紹 

民國 80年 憲兵司令部(軍報社) 

民國 82年 台視電視公司 

民國 84年 超級電視台  

民國 86年 民視電視台 

◎傑出優良事蹟 

前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 

妙天.宋七力案. 

921 大地震.88莫拉克風災. 

2004 年南亞大海嘯. 

李登輝前總統中南美之行. 

蔡英文.侯友宜.王永慶等(台灣演義)專題報

導. 

7 6 桃園市大園區沙

崙國民小學 校長 

周俊宏 ◎學經歷介紹 

山豐國民小學 

平南國民中學 

新竹師範學院 

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97~100年 

◎傑出優良事蹟 

資訊融入教學績優教師團隊榮獲特優及優等

團隊 

8 7 崑台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長 

黃松喜 ◎學經歷介紹 

師大附中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重慶大學 EMBA 



◎傑出優良事蹟 

桃園市混凝土壓送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平鎮國中 105、106榮譽家長會長 

9 8 凌雲國中教師 陳志強 ◎學經歷介紹 

武陵高中➛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 

平南國中專任➛大溪國中國文專任➛凌雲國

中國文專任 

◎傑出優良事蹟 

1. 參加桃連區 105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試模擬測驗－寫作測驗閱卷種
子教師培訓。「寫作測驗閱卷種子教師」證
書。 

2. 參加桃連區 105 學年度試模擬寫作測驗
閱卷工作。 

3. 榮獲桃園市 106 年度優質代理教師。桃園
市政府獎狀。 

4.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年語文競賽朗讀(客家
語)組，榮獲第三名，工作得力。嘉獎一次
(4001)。 

5. 填報 107 年度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人力資
源網，工作得力。嘉獎一次(4001)。 

6. 辦理 107 年度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視導，
本校獲完全符合教學正常化學校，表現良
好。嘉獎一次(4001)。 

7. 辦理「107 年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

寫作比賽」，桃園市初複賽，工作認真，圓
滿達成任務。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8. 參加本市 107 年度國中國語文學習領域
閱讀素養與評量實作工作坊暨優良試題
甄選，榮獲優選。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9. 榮獲桃園市 108年度優質代理教師。桃

園市政府獎狀。 

 

10 8 榮任平南國中連

續三屆家長會長 

(長榮航勤公司領

班) 

江建強 ◎學經歷介紹 

大華技術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平鎮派出所擔任義警 

平鎮區公所擔任鄰長 

桃園市守望相助大隊平鎮中隊擔任幹事 

桃園市高中小學家長會協會擔任理事，平鎮

分會督導 

平南國中家長會擔任會長 

平鎮市青年志工服務協會擔任理事、副會長 

平鎮會後備輔導中心擔任輔導員，輔導組

長、督導員 



11 8 新生醫專專任講

師 

劉智華 ◎學經歷介紹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所博士班畢業 

◎傑出優良事蹟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服務 17年 

2. 教育部電算中心服務近 2年 

3.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資管頂尖期

刊著作兩篇 

12 10 躍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業務部經

理 

李建輝 ◎學經歷介紹 

健行工業專科學校二專部電機科 

13 10 躍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業務處秘

書部副理 

陳沛晴 ◎學經歷介紹 

桃園育達商職 

景文工商專校二專部企業管理科 

14 10 躍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總經理 

咼昇華 ◎學經歷介紹 

臺灣省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傑出優良事蹟 

1.2003 年創立公司以來帶領團隊堅持「服務

為先、技術創新、品質優先」專業成功的經

營於 LED相關光電、半導體產業，客戶遍及

各大光電廠。 

2. 於 2012年取得探針發明專利權,証號

I356903 

3.回饋鄉里關懷弱勢，108 年新春送暖活動

嘉惠平鎮區獨居老人、造福鄉梓 

15 11 臺北市立大學兼

任助理教練 

廖興洲 ◎目前服務單位 

台北市立大學、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兼任助

理教授 

◎學經歷介紹 

97 年台北市立大學-運動技術研究所-畢業 

99～107年曲棍球國家隊-教練 

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副秘書長 

◎傑出優良事蹟 

85～88年全國運動會（全國區運會）-曲棍

球項目-四連霸 

16 11 平南國中文書組

長 

鍾明宏 ◎目前服務單位 

平南國中  文書組長 

◎學經歷介紹 

大葉大學機械工程碩士畢業 

逢甲大學機械工程學類六年制醫專畢業 

10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學士）

交通技術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組長

(1071206-       )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組長(1070102-

1071205) 

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課員(1040901-1070101) 

新竹市政府技士(1031103-1040831) 

◎傑出優良事蹟 

1.工作績優參與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

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管理員)，未

發生任何疏失，圓滿達成任務嘉獎二次 

2.工作績優確實執行督導任務，使 105年工

業及服務業調查工作順利進行，績效良好。

記功一次 

3.工作績優辦理 105年農家戶口抽樣調查，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評鑑榮獲乙組第一名，

工作得力。嘉獎一次 

4.工作績優辦理 105年度「稻米生產量調

查」工作，工作得力。嘉獎一次 

5.工作績優配合桃園市政府辦理 105年度經

濟部「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活動，工作辛

勞得力嘉獎二次 

 

17 12 啟英高中教師 江建國 ◎目前服務單位 

啟英高中  教師 

◎學經歷介紹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畢業 

啟英高中教師 

◎傑出優良事蹟 

代表桃園市參加全國運動會曲棍球項目獲得

第一名 

18 12 中壢天晟醫院血

液透析 

護理師 

黃穎柔 ◎目前服務單位 

中壢天晟醫院血液透析   護理師 

◎學經歷介紹 

祥安國小家長會長 

19 12 臺灣嘉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海外

業務部副理 

劉智芳 ◎學經歷介紹 

法國里昂二大 藝術史碩士肄業 

◎傑出優良事蹟 

推廣台灣產業至歐洲市場近 13年 

◎目前服務單位 

台灣嘉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業務部 副

理 

 



20 12 啟新特化有限公

司董事長 

陳韋廷 ◎目前服務單位 

起欣特化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學經歷介紹 

平南國中畢業、桃園農工畢業、萬能技術學

院畢業 

綠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啟新特化有限公司董事長 

◎傑出優良事蹟 

107~108 年平南國中家長會副會長 

21 14 常紘廣告負責人 彭銘君 ◎目前服務單位 

常紘廣告  負責人 

◎學經歷介紹 

中壢青年國際商會、青年志工服務協會、義

勇消防特搜大隊第二分隊、BNI商會、海華

國際獅子會 

22 14 祥安國小專任運

動教練 

鍾騰葦 ◎目前服務單位 

桃園市祥安國民小學  專任運動教練 

◎學經歷介紹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球類系畢業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畢業 

桃園市啟英高級中學教師 

23 14 平鎮區公所福林

里里長 

彭士益 ◎目前服務單位 

平鎮區公所 福林里 里長 

◎學經歷介紹 

山豐國小/平南國中/育達高職/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財團法人慈惠文教基金會 董事/國際獅子會

300G2 區 GLT講師.里民發展委員會主席.團

康活動委員會主席.2015-2016 吉祥獅子會會

長 

◎傑出優良事蹟 

桃園市平鎮區第二屆福林里里長 

國際獅子會 300G2區 2015-2016年度吉祥會

會長 

24 15 鋐泰工程實業有

限公司 

負責人 

俞承泰 ◎目前服務單位 

鋐泰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傑出優良事蹟 

平鎮國際青年商會第四十四屆會長 

25 17 龍潭生命禮儀 

總經理 

蕭宇鈞 ◎目前服務單位 

龍潭生命禮儀  總經理 

◎學經歷介紹 

治平高職 



26 21 平南國中專任運

動教練 

黃柏雄 ◎目前服務單位 

平南國中  專任運動教練 

◎學經歷介紹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球類運動學系大學畢業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專任運動教練

(1031225-       ) 

桃園縣立平南國民中學專任運動教練

(1030325-1031224) 

桃園縣立平南國民中學代理教師(1020827-

1030323) 

◎傑出優良事蹟 

1.領導有方指導學生參加 107 年度全國中正

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第一名，辛勞得力記功二

次 

2.工作績優參與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

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管理員)，未發

生任何疏失，圓滿達成任務嘉獎二次 

3.領導有方指導學生參加 107 年度全國協會

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第二名，辛勞得力記功一

次 

4.領導有方指導學生參加 107 年度全國總統

盃曲棍球錦標賽榮獲第一名，辛勞得力記功二

次 

5.優良事蹟參加 106年全國運動會榮獲曲棍

球男子組第 1名記功一次 

 

27 25 宏亞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研發主廚 

羅世超 ◎目前服務單位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主廚 

◎學經歷介紹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_研發主廚 

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_西餐副主廚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_西餐副主廚 

◎傑出優良事蹟 

2007 第九屆 FHC上海國際烹飪藝術比賽 個

人賽 銅牌 

2008 北京迎奧海峽兩岸國際美食藝術大賽西

式熱菜個人賽金牌 

2014 育達科技大學_西餐授課講師 

2016 北區客家美食大賽 職業團體組 第二名 

2016 啟英高中_西餐授課講師 

2016 桃園市 衛福部療養機構_西餐授課講師 

2017 方曙商工_西餐授課講師 

 



28 26 政治大學教育部

實驗教育推動中

心專任助理 

徐凡甘 ◎目前服務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部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專

任助理 

◎學經歷介紹 

Teach for Taiwan 為臺灣而教基金會培訓教

師 

社團法人國際城市浪人育成協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為臺灣而教長期影響力協會常務理

事 

高雄市教育局實驗教育審議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傑出優良事蹟 

2018 年出版《我的選擇，是把生命活得更

好》 

2015 年關鍵評論網票選未來大人物 

2013 年總統教育獎得主 

2012 年教育部勤學獎得主 

29 26 平南國中特教老

師 

羅娸嘉 ◎目前服務單位 

平南國中  特教老師 

◎學經歷介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學畢業 

桃 園 市 立 平 南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1050801-       ) 

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教師(1040801-

1050731) 

30 29 運動視界專欄作

家 

鄭念茲 ◎目前服務單位 

運動視界 Sports Vision  專欄作家 

◎學經歷介紹 

南勢國小 

平南國中 

中壢高中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在

學中) 

◎傑出優良事蹟 

2013 總統教育獎 

31 3 美國精華大學 

副校長 

林爾文 ◎目前服務單位 

Kernel University，USA美國精華大學  

Vice President◎學經歷介紹 

臺北建國中學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考入北京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1992 

美國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MACS 基

督教研究碩士, MDiv道學碩士（eq.）, ThM

神學碩士, DMin 教牧學博士 

◎傑出優良事蹟 

1. 建中空手道社長 

2. 臺大大一時代表國際 AIESEC 前往日

韓拜訪商會和機構 

3. 金門防衛部軍法論文第一名 

4. 金門古寧頭戰史舘中外說明員 

5. 在美國加州推動 921 和 512 大地震

的震災工作 

6. 巡迴教學并且游歷于 50多個國家 

7. 參與美國總統 Trump 就職典禮 

8. 代表美國教會參與美韓元首會前禱告

會 

9. 服務美國社區公益事業多年（Food 

Bank, Hope Center, WENSIU 

Foundation） 

10.目前在美國精華大學出任副校長 

 

32 21 愛家的人室內裝

修工程企業社負

責人 

蔡志烽 ◎目前服務單位 

愛家的人室內裝修工程企業社  負責人 

◎學經歷介紹 

桃園市祥安國民小學 

桃園市平南國民中學 

國立桃園農工職業學校 

◎傑出優良事蹟 

社會服務團體； 

2017-2018-2019桃園市一路發獅子會會職幹

部 

桃園市萬字旗慈愛會 

平鎮義勇消防隊山峰分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