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 49 屆十大傑出青年當選人公佈記者會程序表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22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整 
地  點：立法院簡報室 

主持人：院長  王金平（評審主任委員） 

國際青年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 呂幸儀（選拔主任委員）    

 
司  儀：前總幹事  賴美媖 
 

09:30~       宣佈記者會開始 

09:35~09:40  選拔委員會主任委員  呂幸儀總會長致歡迎詞 

            （並請介紹現場出席貴賓） 

09:41~09:50  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金平院長致詞 

            （並請介紹本屆之評審委員） 

09:51~10:00  貴賓致詞 

10:01~10:10  評審主任委員  王金平院長 

公佈第 49 屆十大傑出青年當選人名單 

10:11~10:15  十傑當選人接受榮譽肩帶（合影） 

10:16~10:45  十傑當選人自我介紹 (依序) 

10:46~10:50  十傑選拔委員會  陶威中總幹事報告選拔過程 

10:51~11:00  現場來賓、十傑當選人及工作人員合影 

11: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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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49 屆十大傑出青年選拔評審委員簡介 

複審委員  

01、王鵬惠先生/ 陽明大學醫學院婦產科教授兼學科主任 
                台北榮民總醫院婦產部教授兼醫務科主任 

中華民國第 42 屆十大傑出青年 
 
02、任  弘先生/ 僑務委員會  政務副委員長兼僑委會發言人 
 
03、林萬億先生/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04、胡紀如先生/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年基金會 執行長 

國立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兼理學院 院長 
中華民國第 31 屆十大傑出青年 
1994 年世界十大傑出青年 

 
05、陳建騏先生/ 國際青年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 41 屆 總會長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年基金會 董事 
 
06、馬以工女士/ 中華民國第四屆監察委員 
                中華民國第 25 屆十大傑出青年 
 
07、黃明仁先生/ 台灣羽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美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美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美福倉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08、楊平世先生/ 台灣大學生農學院教授 
 
09、戴遐齡女士/ 行政院體委會主委 
 
10、魏海敏女士/ 財團法人魏海敏京劇藝術文教基金會董事長 
                台北藝術大學、台灣藝術大學、臺北市大安社區大學講師 
               中華民國第 27 屆十大傑出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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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委員 

01、王甲乙先生/ 司法院 顧問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年基金會 名譽董事長 
                中華民國第 2 屆十大傑出青年 
 
02、李羅權先生/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03、林俊義先生/ 亞洲大學 講座教授兼健康學院 院長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理事長 
                中華民國第 20 屆十大傑出青年 
 
04、胡紀如先生/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年基金會 執行長 

國立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兼理學院 院長 
中華民國第 31 屆十大傑出青年 
1994 年世界十大傑出青年 

 
05、陳武雄先生/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理事長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理事長 
 
06、陳維昭先生/ 十傑當選人聯誼會會長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名譽教授 
                財團法人臺大景福基金會 董事長 
                中華民國第 17 屆十大傑出青年 
 
07、趙守博先生/ 總統府國策顧問 
                中國童軍總會會長 
                中華民國第 17 屆十大傑出青年 
 
08、劉兆玄先生/ 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09、劉燦樹先生/ 國際青年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 51 屆 總會長 
                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福爾仕自動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0、謝立功先生/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署長 
               中華民國第 38 屆十大傑出青年 
 

（以上係以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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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49 屆十大傑出青年當選名單 
                                                                      
01＜科技發展類＞ 

林智仁先生/現職：國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網路與多媒體研究所/ 合聘教授 
 
02＜基層勞教類＞ 

葉宗奇先生/現職：高雄圓山大飯店/ 廚師 
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理事 

 
03＜醫學研究類＞ 

歐耿良先生/現職：台北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教授兼任院長 
 
04＜體育技藝類＞ 

曾雅妮小姐/現職：國立體育大學/ 球類運動技術學系四年級 

美國 LPGA 職業選手 
 
05＜藝術文化類＞ 

李仁燿先生/現職：耕陶園負責人、中華民國陶藝協會第十屆理事長 

國立聯合大學客庄學院兼任講師 
06＜藝術文化類＞ 

廖瑩怡女士/現職：瑩米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長 

學學文創志業創始股東 
07＜公共行政類＞ 

黃裕峰先生/現職：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察組 / 檢察官 
 

08＜公共行政類＞ 
李堅志先生/現職：內政部警政署駐泰國警察 / 聯絡官 
 

※＜企業經營類＞、＜國民外交類＞、＜社會服務類＞、＜農漁環保類＞從缺 
 



 
中華民國第 49 屆十大傑出青年簡介 

                                                                     

01＜科技發展類＞林智仁先生 

 
林智仁教授的研究團隊多年來致力於機器學習之相關

研究，成果獲全球肯定推崇。Google Scholar 顯示其研

究成果至 2011 年 5 月止被全球文獻引用超過 18,000 次；

特別是他所發展的軟體 LIBSVM被世界上許多不同領域(如
金融、醫學、地質)的研究人員及工業界廣泛使用，LIBSVM
軟體至 2011 年 4 月已被下載超過 250,000 次及被近 7,000
篇的論文所引用 (Google Scholar)。這不僅僅在臺灣完成

的計算機科學研究中，是一項極為突出的重大成果，在全世界也是極為少見的

科學成績；也因此讓全世界看到臺灣人的智慧及對科學的貢獻，林教授的實驗

室也成為相關領域家喻戶曉的研究團隊。 
 
林智仁教授因這些成績獲得了國內外多項獎項之肯定： 

1. ACM KDD 2010 Best Paper Award：ACM KDD 是資料探勘(data mining)
領域全球最頂尖的國際會議(論文接受率只有 17%)，每年只有一篇 Best 
Paper，台大是全亞洲第一個獲此獎項之亞洲研究單位，林教授也是第一

位獲此獎項的亞洲人。 
2. IEEE fellow：林教授極可能是目前台灣最年輕的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

會士。 
3. 台大特聘教授：自 2011 年 8 月起將成為台大電資學院第一位 40 歲(含)

以下獲聘為特聘教授者。 
 
林教授回國後才轉入機器學習之研究領域，這些成果全都是在台大電資學院任

教期間完成的。他多年來在臺大培育人才無數，其中不少人歷年來對國內外資

訊科學或產業發展都有相當貢獻；尤其近年國內外不少機器學習相關領域的學

術界新秀都是他訓練出來的學生，這也使得我國在此一領域更受到國際矚目。 
 
 
推薦人：李琳山院長 / 台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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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基層勞工類＞葉宗奇先生 

葉宗奇出生於高雄市楠梓區後勁舊部落，是家中的長子，父

親是工人出身，母親則是專職家庭主婦，雖然家境並不富裕，但

父母親以民主開放的管教方式，從小就適性發展，有優異表現時

常給予鼓勵與誇讚，成為他力爭上游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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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奇從小就對烹飪有濃厚的興趣，在當時餐飲科系尚未蓬勃

發展，高中就選擇了國際商工電訊科就讀，畢業後和同學參加漁

訓中心漁船報務員班，三個月實際在電台及海上進行訓練，最後

終於取得結訓證書。退伍時面臨人生抉擇的十字路口，當時仍不忘情對餐飲的

濃厚興趣，到高雄國賓飯店應徵廚房學徒，心想「民以食為天」、「吃飯皇帝大」，

人生基本大事食、衣、住、行、育、樂中，「食」擺在第一順位，這行業應該前

途似錦，再加上本身對餐飲早有濃厚的興趣，於是毅然決然踏進餐飲領域選擇

了廚師這個行業，一路上有很多的辛苦和挫折，但也間接地磨練了他的意志，

同時也培養出積極、進取的人生態度。 
 
十八年的餐飲生涯，酸甜苦澀樣樣皆嚐…深知廚房是需要耐心與挑戰高度

的工作！為精進廚藝經常參加國內外廚藝競賽，獲得菲律賓美食展優質金獎

(2006年)，同年榮獲法國藍帶廚皇美食會勳章以及在北京食神爭霸賽中蟬聯

2006、2007年個人熱炒組特金獎殊榮，而在2009、2010、2011都相繼通過行

政院衛生署頒發優良廚師以及高雄市環保局蔬食料理競賽職業組金牌獎、也獲

選今年高雄市模範勞工！俗話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年功」葉宗奇努力不懈，

因為不服輸的個性也考驗出宗奇的積極進取的人生態度！而這一切只希望能讓

家人過的更好！ 
目前宗奇在台南遠東科大任教，同時任職於高雄圓山飯店，並擔任高雄市

餐飲工會及高雄圓山產業工會理事長，工作上的忙碌讓宗奇無暇休息，但是宗

奇仍撥出時間到燕巢第二監獄幫忙協助訓練受刑人，幫助他們考取證照擁有一

技之長！宗奇希望願意學習的受刑人能擁有一技之長，不愁日後吃穿！本著服

務再造的精神，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盡自己所能奉獻社會，期許他們將來都

能夠逐步踏實，開創一片嶄新的天地！ 
 
 

推薦人：林錦鴻協理 / 高雄圓山大飯店協理 
 
 



 

03＜醫學研究類＞歐耿良先生 

歐耿良教授，虛懷若谷且奮發向上的年輕後進。在邱

文達署長擔任臺北醫學大學校長，對歐教授於研究的專

注、待人處事的真誠，以及社會服務的熱忱，深感佩服與

激賞。歐教授進入北醫六年後，以非醫學背景之資歷，接

下口腔醫學院院長印信，成為臺灣歷史最悠久牙科醫學部

門最年輕的龍頭，廣受各方高度矚目。他夙夜匪懈，克服

各項艱難，更凝聚北醫大牙科校友向心力，群策群力，捐

資母校，展現出過人的溝通協調與人際整合能力。 
歐教授研究成果豐碩且創新，致力發展生醫科技研發及跨領域整合，積極專研

於產、官、學、研醫之整合，並推廣至學研產業化，進而嘉惠醫療端並提昇社

會福祉；歐教授成功將多項研發技術轉移至業界，創造新台幣上億元之產值比，

不僅僅為醫學大學第一位榮獲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得主，更締造全國生

技類技高金額技術授權案(4,500 萬)、國科會投資報酬率最高技轉案，及諸項國

內外獎項-2008 年國家新創獎、國科會 2008 年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歐教授

於教育部推廣及培育醫學科學家政策上貢獻殊偉，由其帶領牙醫學生參加 2011
年義大利國際發明競賽及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競賽，成績斐然，倍受國際

矚目，對國家國際聲譽貢獻極大。 
    此外，歐教授積極將研究成果產業化，於 2010 年成功發展台灣第一支人

工牙根品牌，解決數十年來長期仰賴外國品牌的困境；再者，因應全球的老年

化時代來臨，台灣由臺北醫學大學歐教授研發締造首支人工牙根，造福老人假

牙市場及植牙市場的福利，更為未來國人口腔老年照護之生活品質有莫大的貢

獻。 
  歐教授的國際觀亦是足以傲視全國，為能增加國內產業競爭力，歐教

授積極開創跨國性異業結盟，不僅協助國際生醫大廠申請通過美國 FDA 和歐盟

CE 認證，更引進外國廠商進駐科學園區從中協助產業進行跨國合作，創造國

人醫療產業的就業機會，瑞士商百丹特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Biodenta 
Corporation)進駐竹北生醫園區即為最佳的典範。歐教授於跨部會整合研究、

國家國際聲譽、社會經濟及國人醫療福祉貢獻卓著。 
 
 
推薦人：邱文達署長 / 行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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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教育體育類＞曾雅妮選手 

華人高爾夫球員從未在男、女四大賽拿過冠軍，曾雅

妮是第一人。她創下LPGA錦標賽史上最年輕(19歲)的冠

軍得主。也是美國女子高球壇十年來第一個在新人球季就

拿下LPGA錦標賽冠軍者。但她並不自滿，在達成目標後

她又定下一個目標：四大賽全包。現在的她心無旁鶩只為

名人堂為努力。 
2008 年 MastersCard Classic（萬事達卡菁英賽）該

贏未贏，Ginn Open（吉恩公開賽）不敵當時球后 Lorena 
Ochoa（蘿蓮娜‧歐秋雅）則是雖敗猶榮，結果經過兩場第二名的洗禮和教訓，

年僅十九歲的曾雅妮掌握住 LPGA 錦標賽，從開局只打出失望的七十三桿，接

著在第三回合靠著六十五桿逼進領先群，最後更是克服四桿的落後差距，在延

長賽勝出，打造一齣精采的四大賽逆轉勝戲碼。這是曾雅妮菜鳥球季的首座

LPGA 勝利，沒想到就是頂尖選手最渴望的四大賽，讓她成為賽史上最年輕的

冠軍得主，同時也是 LPGA 史上第二年輕的四大賽冠軍得主，僅次於以十八歲

之齡贏得納貝斯克錦標賽的 Morgan Pressel（摩根‧普蕾賽爾）之後，賽後曾

雅妮直說：「太幸運了！」 2011 年開季三連勝加上在澳洲的兩場歐巡賽勝利，

更讓她登上世界排名第一，成為我國史上首位登上主流運動世界排名第一的台

灣選手，達成世界球后的難得成就！ 
    每個人、每個家庭、學校、社會、國家，都有夢想和願景，需要每一個人

都為成功找方法、身體力行，一步一腳印、一塊一塊去拼湊。YANI非凡卓越的

成就，激發了台灣許多人，特別是年輕人，更有勇氣去做更大的夢，花更多的

力氣走向國際舞台，去勾畫出自己理想的拼圖。YANI不僅僅在築自己的夢想，

台灣年輕人也因為妳而更有膽識、更有信心、更有愛心、更有耐心，去接受、

面對、處理充滿不確定和挑戰的未來。 
雅妮的球品與抗壓性是國人學習對象，高球成績是世界級的，因為雅妮讓世界

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是台灣的驕傲。雅妮對外應對得宜，充分展現運動家的

愛國情操，實為青年楷模、表率。 
 
 
推薦人：高俊雄校長 / 國立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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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藝術文化類＞李仁燿先生 

9 

風貌。 

李仁燿老師擔任苗栗縣陶藝協會第六屆理事長任期

間，一年來除維修全國最大的登窯（客陶窯）、舉辦兩屆桐

花季陶藝競賽及各項傳承研習、柴燒研習活動，均深受好

評。更積極帶動地方文化產業，並帶領陶友跨區域至新竹

文化局與台中市立港區藝術中心聯展，突破歷屆以來至外

縣市之聯展歷程。另外，苗陶協會之會員人數從李老師接

任理事長增為 189 人，秉持著信念即是希望，引領業界，

不分士農工商皆能沐於傳統中國陶藝文化之美；去年年底

(2010 年 12 月)更出類拔箤不負眾望，高票當選中華民國陶

藝協會第十屆理事長，懷抱著「傳承、突破、創新、國際化」之理念，為台灣

陶瓷藝術文化注入全新

李仁燿老師生長於務農家庭，自幼養成吃苦耐勞的客家本性辛勤耕耘，性

情誠懇而內斂。一路走來曾數次遭逢遽變，歷經 921 地震、水災及祝融的侵襲，

再再使他的心血化為塵土，但在上進心的驅使下，仍抱持扭轉乾坤、不破不立

之精神，重建藝術園地，堅持陶藝創作的理想，靠著信念不畏艱辛，接受每一

次挑戰的砥礪，不分晨昏一路披荊斬棘，為臺灣陶藝開闢出嶄新的道路。任職

中華民國陶藝協會秘書長期間，更策劃舉辦「2010 亞洲現代陶藝展」，與亞洲

各傑出陶藝家共同交流。 
李老師對於藝術創作，一貫其堅持的態度，不斷突破自我，昇華專業陶藝

技術，並將小口瓶的創作發揮到最極致，朝 0.1 公分內徑的高難度邁進。近期的

「小口瓶的世界經典個展」，更獲得觀眾廣大迴響；同時於新北市鶯歌陶瓷博物

館開幕式現場，揮毫寫出 10 公尺 30 公分之巨幅字畫「采陶風華」，令人驚豔。

小口瓶肚大口小，纖細瓶口的製作高難度，正也是整個作品最重要的神韻所在；

小口瓶可說是他的最佳寫照，渾圓飽滿的瓶身代表著他對陶藝的滿腔熱忱，有

如一股浩然之氣蓄勢待發。 
對李仁燿而言，藝術創作無所不在，美麗於生活點滴俯拾皆是，另外亦潛

心於書法及繪畫，並將之與陶藝結合，使其創作具有獨特風貌。 
   一路走來，始終如一，腳踏實地，逐步實現理想，堅持是他的血脈。李仁燿

老師正是臺灣青年楷模的寫照，以穩健步伐，一步一腳印經營出扎實的成績，

更不遺餘力提攜後進，期能培養更多優秀人才；同時也盡心盡力舉辦大小活動，

希望藉由這些活動的參與，讓衆人了解並重視陶藝不朽的文化價值。面對快速

劇變的時代洪流，正需要像李仁燿先生如此踏實的青年作為時代楷模，不僅承

襲前一代謙卑的文化素養，更領航開創未來陶藝大千世界。 
 
 
推薦人：劉政鴻縣長 / 苗栗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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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藝術文化類

經絡原理的按摩浴 

＞ 廖瑩怡女士 

    四年前任職於台中榮總的廖瑩怡，捨棄高薪的醫師工作，

遠赴英國與義大利重新學設計。跨越醫學、時尚與科技領域，

樹立起屬於自己的設計專業。今年六月工研院創意中心與美

國麻省理工學院(MIT)合辦的「夜市 Night Market」，獲邀參

與計畫、協助指導學生的設計師廖怡瑩，也是少數同時擁有

設計、時尚與醫學專業的才女。在米蘭念書的時候，廖瑩怡

的作品就獲得知名風格家居品牌的賞識。例如她為義大利頂

級衛浴品牌 Teuco，設計一系列結合中醫

缸；為廚具品牌 Alessi 設計過杯子，為電子用品廠商 Oregon Scientific 設計過

陳列空間，都在廠商的量產計畫中。除了空間設計，廖瑩怡對於時尚也很有概

念。她在二○○三年與三位同學共同為米蘭高級男裝 Ermenegildo Zegna 策劃年

輕化副品牌，輕鬆獲得比賽首獎。 
廖瑩怡從小就是優等生，一路念到醫學院，雖然喜歡藝術，在專業掛帥的 

社會壓力下，卻只能當嗜好。在台中榮總放射科擔任醫師看遍生老病死，影響

廖瑩怡的人生觀。同時間，結識台灣工業設計先驅郭叔雄，受到前輩鼓勵，二○○
二年她毅然放下一切赴英國、義大利求學。 二○○四年底，廖瑩怡學成返國，放

棄了醫師的高薪，開始參與一些當代藝術或設計創意活動，例如文建會台中建

築設計藝術中心(ＴＡＤＴ)館藏發展計畫。 
        時尚是具有歷史意義與價值，廖瑩怡希望時尚、設計是很生活化的。

時尚在歐洲是為一門哲學、是一種文化教育。近年來國人的習慣將時尚視為一

種奢侈品，是有錢人所擁有的東西，許多年輕人在學生階段，不惜，犧牲自己

的生活品質，甚至出賣自己的身體與靈魂，去換取擁有名牌。盲目的崇拜品牌，

誤以為品牌與時尚劃上等號，而陷入金錢遊戲之中，讓人痛心。然而她所闡述

的將是一種時尚概念，未來希望透過個人書籍與教育導正國人對於時尚刻版的

名牌產品概念，進而創造美的國度。 
 
 

推薦人：王 瑩總幹事 / 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07＜公共行政類＞黃裕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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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南部有一個年輕的檢察官，不畏懼觸怒上級，多次

在法務部網路及報紙上，公開倡議修改法院組織法及成立檢

察官協會等維護檢察官辦案自主性之建言。這位有理想的青

年，正是黃世銘檢察總長大力推薦的黃檢察官裕峰。 
 

民國 97 年，黃世銘檢察總長擔任政務次長時，其中有一

件監察院的來函，通常，監察院來函均是要求行政機關調查

或議處相關公務員，沒想到這次竟破天荒地要求法務部，對

於特定檢察官勇於任事、屢破斃死猪集團、長期有效阻截斃死猪肉流入市面、

維護國民健康、足堪公務員表率的事蹟，應特別從優敘獎。堪稱監察院創立以

來，第一個不被要求懲處、卻被要求褒揚的公務員。 
 
通常，一般的檢察官如果辦案仔細，常常積案如山；若積案較少者，又多

半品質不佳，難以兩全。不料黃檢察官在維護民眾訴訟權益的高度自我要求下，

竟長期保持未結案件趨近於零，且辦案成績及定罪率經常滿分，其案件調查縝

密仔細、書類品質優良等項目，廣受檢、辯、審多方之好評。更重要的，黃檢

察官不但辦理案件正確、迅速，更屢破重案，幾乎年年查獲大規模、集團性賄

選案件，偵辦賄選對象達千人之眾；且收押起訴全縣近半數涉嫌貪瀆的鄉鎮首

長，經他查獲的工程弊案接近百件之多，徹底動搖地方黑金派系的結構，更有

助於道路、治水等公共工程與民主政治品質之提昇，對民眾切身利益貢獻至鉅，

堪稱司法界的楷模，最終當然也順利獲頒該年度模範公務員之最高榮譽。 
 
黃檢察總長為拔擢人才、注入新血，親自邀請黃檢察官裕峰前來特偵組相

助。雖然特偵組的案件十分繁雜棘手，但黃檢察官不辭辛勞，經常加班到深夜，

除承辦多件重大案件認真盡責外，並順利追回數以千計佚失在外、攸關軍事、

外交、國家安全的國家機密文件。更不時在行政事務上提供寶貴建言，其中尤

以撰擬最高法院檢察署 100 年度科技計畫書，爭取國科會高達新臺幣 1550 萬元

之經費，讓法務部得以著手建置「整合性偵查刑案資料庫」，以提昇檢察官追訴

犯罪之正確性，對全國治安之改善定有莫大助益。 
俗話說：「只要是金子，就會發亮」。雖然雲林距離臺北有 300 公里之遙，

黃世銘檢察總長仍然為中華民國發現懷抱理念、才德兼備、有為有守、足堪

社會表率的人才。 
 
 

推薦人：黃世銘檢察總長  /最高法院檢察署  
 
 
 



08＜公共行政類＞李堅志先生 

來自金瓜石礦工的兒子--李堅志警官，唸書時期因

家中經濟就讀九份公立欽賢國中，成績始終名列前矛，

是校園風雲人物，也是全校唯一考取北市聯招高中的學

生。在反抗期時感到很自卑，覺得什麼都不如人，甚至

開始埋怨起出身背景，嫌棄自己的孤陋寡聞，自暴自棄

的叛逆行為，直接反映在學業表現上，只有荒唐二字足

以形容，升高三的那年李堅志被退學了！ 
在父親的鼓勵下李堅志發憤圖強振作衝刺，終於不

負父母期望，分別考取國立台灣大學，和中央警官學校

（即後來改制的中央警察大學），毅然選擇警察作為終身職志。中央警察大

學，以「誠」為校訓，孕育警界領導幹部，在母校師長孜孜不倦、循循善誘

之下，汲取專業知識與應用技能，潛移默化個人品格，建立廉能觀念。 
 

李堅志警官個人品格操守良好、學識經歷及專業知識豐富，中央警察大學

法學碩士，熟稔國際公法及刑事法規，具備多國外語能力，通曉英語、日語及

泰語，於 96 年奉派赴美參訓，首位取得美國司法部 DEA 緝毒專業證書，專

長於跨國刑案偵查，致力於我國參與國際執法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犯罪。李警

官以其認真進取的態度、務實敬業的精神，工作表現優異，且績效卓著，於

97 年獲選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模範警察」，作為警察人員的表率。 
 
並於駐泰警察聯絡官任內，屢破重大運毒案件，於 99 年榮獲  馬總統親

頒「全國反毒有功人員」表揚。李堅志從民國 85 年，自中央警察大學 61 期

畢業後，分發實務單位服務以來，歷年考績均列甲等，歷任基隆市警察局外僑

服務站站長、派出所所長、刑警大隊肅竊隊副隊長、偵查組組長、刑事警察局

國際刑警科警務正，乃至獲選派駐泰國，目前擔任本署駐泰警察聯絡官，始終

站在維護治安工作最前線，堅持正義、除暴安良，從事犯罪偵查任務，屢屢偵

破社會矚目的重大刑案，其傑出績效表現具體案例：掃蕩兩岸跨境電信詐騙集

團、破獲跨國擄人勒贖重大刑案、瓦解臺美跨國人口販運集團、偵破「飛魚專

案」臺菲跨國綁架漁船案、偵破「普吉專案」臺泰超大漁船運毒案等。 
「人生如玉，斑斑蝕蝕皆可貴」，李堅志來自金瓜石礦山的孩子，曾經

迷惘跌倒，唯有努力，才能奮起振作，警察工作遭遇艱辛困難，也唯有努力，

才能堅持理想。 
 
 
推薦人：王卓鈞署長/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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