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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中區大專校院學務暨輔諮中心委員聯席會議 
友善校園獎評選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2 年 5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 

二、地  點：國立中興大學惠蓀堂一樓生輔組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召集人斐娟、歐召集人聖榮(謝執行祕書禮丞代) 

紀 錄：劉庭均、黃淑敏 

四、出席人員：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如簽到冊） 

五、主席致詞: 

（一）中區輔諮中心陳召集人致詞 

每年的評選我發現中區有許多優秀的夥伴，但總是僧多粥少，

評選的過程也是天人交戰，要如何在這麼多各校推薦的優秀人員當

中選出，給予她們鼓勵，這也是我們來這裡評選的使命。 

另外也相當感謝中興大學提供我們這麼好的場地，幾乎每年都

在這裡開會，也相當習慣。感謝歐學務長、謝副學務長及淑敏的協

助及中心庭均助理的準備作業，也希望今天的評選能夠順利進行，

謝謝大家！ 

（二）中區學務中心謝執行秘書禮丞致詞 

學校今天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會議，所以歐召集人請我代為主

持，他會抽空過來與大家見面，謝謝大家！ 

六、評選要點報告暨討論：(附評選要點摘要，供委員參酌使用) 

1.依友善校園獎評選基準評選。 

2.三年內曾接受本獎項（教育部）獎勵者，不得薦送。（確認今年提

出申請者皆符合規定）。 

3.今年中區選出優秀學務人員 5 名，輔導人員 3 名，績優學校 2 校，

再薦送教育部複選出傑出人員及卓越學校。 

4.另奉教育部指示，今年應選出推動學務與輔導工作表現卓越之特殊

貢獻人員各 1 名，再薦送教育部複審。 

5.迴避原則僅用於績優學校評選，即評審委員之學校若有提出申請

者，則迴避此項評選工作。 

七、書面審查：略 

八、評選「教育部 101 年度友善校園獎」。 

    依據教育部 101 年 12 月 3 日臺訓（三）字第 1010227218B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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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2 年 3 月 6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032717 號函辦理。由學務

及輔諮中心組成評選小組評選，計優秀輔導人員、優秀學務人員、

特殊貢獻人員及績優學校等四類，如下列四案： 

（一）第一案 

案  由：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評選，請討論。 

說  明：中區各校計推薦 14 位（如附件 1），應選出 3位薦送教育

部。 

辦  法：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計15名，參酌評分指

標，以排序方式排定先後序位（排出1到6，其餘皆為7），

採序位加總後總分最低之前三位推薦之。 

決  議：101年度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逢甲大學—陳怡靜 

朝陽科技大學—蔡慧玲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林如文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一） 

（二）第二案 

案  由：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評選，請討論。 

說  明：中區各校計推薦 27 位（如附件 2），應選出 5位薦送教育

部。 

辦  法：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計15名，參酌評分指

標，以排序方式排定先後序位（排出1到10，其餘皆為

11），採序位加總後總分最低之前五位推薦之。 

決  議：101 年度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陳明國   僑光科技大學－康筆舜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吳秀梅   嶺東科技大學－吳超嫻 

朝陽科技大學－傅若怡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二） 

（三）第三案 

案  由：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評選，請討論。 

說  明：中區計有 4 所學校報名（如附件 3），應選出 2所績優學

校薦送教育部。 

辦  法：評審委員學校若有提出申請者，採迴避原則不參與評選，

由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排除4位迴避之委員)

共11名，參酌評分指標，以排序方式排定先後序位（排

出1到4），採序位加總後總分最低之前二校推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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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101年度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朝陽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三） 

（四）第四案 

案  由：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評選，請討論。 

說  明：另依據教育部於 102 年 3 月 28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045686B 號函指示，推薦推動學務與輔導工作表現卓

越之特殊貢獻人員【特殊貢獻人員係指對學輔政策方案

或課程教材之研擬執行及人才培育方面有具體顯著或持

續性貢獻之專家學者】，中區只有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推薦

1 位，應選出學務及輔導各 1 名薦送教育部。 

辦  法：由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依評選要點選出特殊貢獻人員，

目前只有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推薦 1位，請委員審查是否

符合薦送資格；另一名額是否從缺或再推派 1名薦送教

育部。 

決  議：除了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林杏足主任，另推選前靜宜大學

孫學務長台鼎(現任諮商輔導中心主任)為中區特殊貢獻

人員推薦名單。 

101 年度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林杏足 

靜宜大學－孫台鼎 

九、臨時動議： 

1.研擬明年友善校園獎評審，可先將資料 E-mail 給各委員詳

閱，但要注意符合個資法相關規定。 

2.依照慣例若未獲得優秀學務人員獎及教育部傑出人員獎

者，由學務中心另頒感謝狀，以資鼓勵。 

3.資源教室之輔導人員另有其他表揚管道，為免重複，建請

教育部於友善校園獎評選要點修正時一併考量。 

4.下次評選研議優先鼓勵基層行政人員（組長以上之職級可

考量是否專任或依比例原則評選)。 

十、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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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候選名冊 
102.05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許含鮮 亞洲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約聘諮商心理師 

 

2.  呂孟育 中山醫學大學 
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輔導員 

 

3.  李家蓀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事務處心理輔導組 
社工師/專任輔導老師 

 

4.  賴美伶 明道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專案輔導人員 

 

5.  康惠子 明道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組員 

 

6.  蔡慧玲 朝陽科技大學 
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學院諮商心理師 

 

7.  林昭宏 弘光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社會工作師（組員） 

 

8.  張惠音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老師 

 

9.  吳學治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學輔中心 

諮商心理師兼諮商中心主任 
 

10.  何凱維 環球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主 任 

 

11.  李侑祖 聯合大學 
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職涯發展師) 技術助理員 
 

12.  林秀奇 南開科技大學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13.  林如文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專任諮商心理師 

 

14.  陳怡靜 逢甲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心理師 

 

 

 



 88

附件二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候選名冊 

102.05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康筆舜 僑光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專案助理  

2.  李秋淑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護理師  

3.  傅若怡 朝陽科技大學 護理師  

4.  楊芯樺 逢甲大學 住宿服務中心 助理  

5.  吳秀梅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衛生教育組 護理師  

6.  陳明國 弘光科技大學 課指組  組長  

7.  張千桂 中臺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學務組 組員  

8.  江美莉 中州科技大學 課指組  行政助理  

9.  賴威秀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課指組  助理  

10.  黃淑媛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課指組  專員  

11.  張玉婷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課指組  書記  

12.  林昭慧 國立聯合大學 生活輔導組 行政組員  

13.  吳春梅 國立聯合大學 技佐  

14.  曾惠甄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創新計畫行政人員  

15.  林家榆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約僱行政人員  

16.  陳琬鈞 明道大學 生輔組 行政助理  

17.  張加佩 明道大學 終身教育處行政組  護士  

18.  謝雅琬 環球科技大學 學務與輔導創新工作 專案人員  

19.  吳超嫻 嶺東科技大學 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 專員  

20.  飛玉萍 嶺東科技大學 學務處體育室 行政人員  

21.  陳俊言 靜宜大學 學務處軍訓室 約僱校安人員  

22.  黃慧鷹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生輔組 組員  

23.  何潔予 亞洲大學 宿舍服務組 書記  

24.  王志弘 南開科技大學 生輔組 專案助理  

25.  陳啟文 中山醫學大學 課指組 約僱人員  

26.  霍榮綬 修平科技大學 生輔組 組員  

27.  林俊成 修平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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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候選名冊 
102.05 

收件次
序 推 薦 學 校 備  註 

1 朝陽科技大學  

2 弘光科技大學  

3 中臺科技大學  

4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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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聯席會議 

友善校園獎評選 

 
委員簽到 

 

 
主席致詞及評選要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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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情形一 

 
 

 
評審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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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情形三 

 

 
統計票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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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票數二 
 

 
攜手合作 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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