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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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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5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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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錄：林潔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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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致詞並介紹中心的成員。 

（二）中區輔諮中心陳召集人致詞並介紹中心的成員。 

六、評選要點報告暨討論：(附評選要點摘要及近三年中區友善校園獎

評選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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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鼓勵基層行政人員（主任/組長以上之職級，評選時考量其係

為專任或兼任主任/組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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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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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友善校園獎」。 

    依據教育部 102年 11月 14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156168A

號令及 103年 1月 28日臺教學(三)字第 103001231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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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學校及推薦特殊貢獻人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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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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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參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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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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環球科技大學—何凱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邱文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楊雅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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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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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國立中興大學－劉麗敏     逢甲大學－王介汶 

朝陽科技大學－程美華     育達科技大學－曾昱仁 

弘光科技大學－廖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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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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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迴避

之委員)共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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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103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靜宜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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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教育部指示推薦推動學務與輔導工作表現卓越之

特殊貢獻人員學務及輔導各 1名。 

中區各校計推薦學務 2位及輔導 1位(如附件 4)，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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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學務及輔導各 1名薦送教育部。 

辦  法：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8名，參酌評分指

標，以排序方式排定先後次序（排出 1到 3），選出前

2位特殊貢獻人員報部。 

決  議：103年度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學務－育達科技大學陳進喜副學務長 

輔導－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李泰山副教授 

五、臨時動議： 

1.考量於會前先將各候選人員之資料 E-mail給各委員，

涉及個資法相關規定以及檔案過於龐大等問題，從而於

會議資料候選名冊中新增「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

案」及「心語」2項供委員參考，對評選工作之進行有

所助益，建議明年繼續沿用，並增列候選人員之服務年

資。 

2.依照慣例各校所送學務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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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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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候選名冊 

103.05.02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 心語 備 註 

1.  陳宜伶 中臺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

●生涯輔導；●生命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身障生輔導 

2.榮獲中臺科技大學 97 學年度

推動學輔工作優秀人員 

人生惜福才能幸福，能夠付出是一

種福氣，懂得付出是一種智慧。 
 

2.  陳吟佩 南開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學務輔導：●兒童少年保護；●

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身心障礙學

生輔導工作 

輔導工作是助人的專業工作，以

「助人自助」為宗旨，期望孩子們

能成長、茁壯。 

 

3.  邱文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助教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

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當內心有份熱誠與感動時，生命的

能量就會自動發光發熱！ 
 

4.  賴怡君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輔導老師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

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今日在學生心中所種下「善」的種

子，在將來一定會生根、萌芽。 
 

5.  何凱維 環球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

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生命的可貴在於不同的時刻、不同

的地點，體會生命不一樣的色彩。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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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 心語 備 註 

6.  石東立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學務輔導：●認輔工作；●生涯

輔導；●服務學習；●社團發

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擔任身心障

礙生認輔老師及課輔老師

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滿園桃

李當視作自家兒孫。 
 

7.  陳儀婕 明道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

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網路

沉迷；●正向管教 

用熱情開朗的心陪伴低落不悅的

每一天。 
 

8.  林昭宏 弘光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社會工作師（組員） 

■學務輔導：●兒童少年保護；●

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人權與法治；●服

務學習；●社團發展 

生命因輔導工作有更深、更廣的學

習，並更能持續分享、成長與快

樂。 

 

9.  張瀞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員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 

短暫的服務年資卻像蝴蝶效應

般，逐步營造出愛與和諧的溫馨校

園。 

 

10.  曾渼津 中州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保健與諮商中心 

輔導老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

●認輔工作；●性別平等教育 
當你下定決心做一件事時，全世界

都會來幫你。 
 

11.  楊雅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約用行政助理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 

用心同理學生感受，盡心提供行政

協助，努力創造友善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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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候選名冊 

103.05.02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務單位、職稱 所推動或執行之政策與方案 心語 備  註 

1.  賈維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軍訓室 助理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秉持著把學生當作親
人,讓它們在這”愛”的
大環境下,定能懂得惜
福. 

 

2.  陳昭寧 僑光科技大學 
軍訓室 專案助理
-校安輔導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凡事正向思考，用感恩
的心態看待，減少負面
情緒產生，讓自己更快
樂健康。 

 

3.  蔡瑞宏 南開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專案
助理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學校榮獲教育部評定為「102年國家防

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甲等學校(補充佐證資料 1 如 p7 頁)。 

明知其難，但決不知難

而退；明知凶險，但決

不知險而避。 

 

4.  戴興賢 育達科技大學 軍訓室 校安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學生意外事件處理、維護校園安全 

甘心做、用心學習，為

人服務，也是一種享

受，也是快樂健康的泉

源。 

 

5.  曾昱仁 育達科技大學 
進修部學務組代
理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v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學務工作如溫柔的慈
悲，一半是尊重，一半
是關愛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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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碧玉 中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 組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人生能被人需要.能夠
有份功能.為人付出.才
是最幸福的人生 

 

7.  徐浩然 國立聯合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榮獲 97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優秀

人員 

細心審核、耐心指導、
關心問候、貼心服務、
樂在其中 

 

8.  施美淑 國立聯合大學 生活輔導組 技佐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聯合大學學生「親善大使團」訓練及輔

導、「勞作與倫理教育」課程規劃與執行等事項. 

工作中得到的心靈富裕
勝於財富萬倍 

 

9.  李青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專案
工作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連續榮獲 100年、103年兵役績優學校、

兵役績優人員(全國大專院校僅 4名承辦人獲獎) 

唯有關懷學生，才能瞭
解學生。 

 

10.  李坤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工作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100年度全社評服務性社團優等獎 

為師生營造安全溫馨適
性的學習環境. 

 

11.  翁英玫 環球科技大學 
護理教師兼衛保
組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對學生有好處的事，付
出關懷、愛心及耐心去
做；學生會有所改變。 

護理教師
兼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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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102年度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

績優個人獎；102年度獲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計畫基本方案「績

優」；申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效卓越補助經費逐年增加。 

12.  羅淑真 亞洲大學 學務學習組 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學務工作是創造美好回
憶的搖籃，教育無他~
愛與榜樣而已。 

組長兼通
識 2堂課 

13.  張珮芬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
大學 

衛生保健組 護理
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學務工作繁重且責任艱
鉅，感謝各單位合作，
共同促進本校師生健
康。 

 

14.  蘇宜茜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
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辦事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不要害怕你的生命會
結束，而要害怕它從
未開始。 

 

15.  程美華 朝陽科技大學 住宿服務組 書記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尊重智慧財產權與資安宣教●安全性

行為宣教 

宿舍即是美華的家，看
著住宿孩子們，從青澀
到成熟貼心懂事，其過
程雖遍嚐酸甜苦辣，但
收穫也回憶滿滿。個人
更篤定「施比受更有
福」，這群孩子何嘗不
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呢？ 

 

16.  李美慧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生輔組 組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生命的價值，是以一己
之生命，帶動無限生命
的奮起、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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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7.  郭真怡 靜宜大學 住宿服務組 助理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連續三年榮譽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

畫」補助 

把燈提高一點，好照亮
更多學生的路，讓「希
望。愛」的種子在靜宜
發芽 

 

18.  
                                                                                                                                                                                                                                                                                                                                                                                                                                                                                                                                                                                                                                                                                                                                                                                                                                                                                                                                                                                                                                                                                                                                                                                         
沈坤慶 中山醫學大學 

生活暨就業輔導
組  
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作在想之前、為學生服
務、為學校服務。 

軍訓室主
任兼組長 

19.  葉本江 修平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書記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秉持熱誠服務的心，幫
助輔導學生，盡自我微
薄之力，對社會國家有
所貢獻。 

 

20.  尤仁吟 修平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 辦事
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美好是屬於自信的、從
容是屬於有備的、機會
是屬於開拓者 

 

21.  李佩玲 東海大學 課外活動組 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發揮正向影響力，創造

學務吸引力，共同為學

務工作注入創新活力。 

專任 

22.  黃永欽 建國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 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只要抱著使命必達的決

心，縱使結果未必盡如

人意，但是過程必是甜

教師兼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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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美的回憶。 

23.  王介汶 逢甲大學 
住宿服務中心 助
理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保持活力熱忱,跟著學

生一起學習成長,學務

工作室我的終身志向. 

 

24.  林之琪 嶺東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約聘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真

心交換真心，這樣的服

務我們會永遠堅持！ 

 

25.  李建勳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軍訓室 教官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獲評選為 102年度校園安全類績優軍訓

教官、辦理中區法治教育宣導。 

學生所在之處即是校

園、把每個學生當是自

己孩子般的看待。 

 

26.  廖芬玲 弘光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 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學校衛生；健康促進；性教育(含愛滋防

治)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

己的責任，做自己與別

人生命中的天使。 

專任 

27.  劉麗敏 國立中興大學 學務處 秘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

護；●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凡事皆有其理由，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謝

週遭的人幫助我學習與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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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候選名冊 

                                                  103.05.02 
收件
次序 推 薦 學 校 備  註 

1 中臺科技大學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 亞洲大學  

4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6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7 靜宜大學  

8 修平科技大學  

9 弘光科技大學  

 

 
附件 4 

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候選名冊 
103.05.02 

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陳進喜 育達科技大學 副學務長 
成功歸之於團隊，失敗要反省自己；要
為成功想方設法，不要為失敗找理由。 

2 盧偉信 修平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組長 
秉持愛心、耐心與創新，竭誠為學生盡
一分心力。 

3 李泰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專任副教授 
凡走過的路必留下痕跡，高興走對了
路，感恩同業夥伴ㄧ路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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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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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開幕 

 

 

 

 

兩召集人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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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執行秘書評選要點報告 

 

 

 

 

評審情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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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情形二 

 

 

 

 

召集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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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票數(學務中心張健忠秘書監票 逢甲王釋逸主任唱票) 

 

 

 

 

 
攜手合作 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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