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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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5月 1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至 12時 50分 

二、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惠蓀堂一樓學務處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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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中區輔諮中心陳召集人致詞。(略) 

六、評選要點報告暨討論：(附評選要點摘要及中區近三年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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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區選出優秀輔導人員 3名、優秀學務人員 5名、優秀導師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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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報教育部。 

6.迴避原則僅用於績優學校評選，即若評審委員之學校有提出申請

者，採取之迴避原則為不對自己學校進行評分。 

七、書面審查：略 

八、評選「教育部 104年度友善校園獎」。 

    依據教育部 104年 2月 11日臺教學(三)字第 1040004415B

號令修正發布及 104年 2月 11日臺教學(三)字第 1040019482A

號函辦理。由學務及輔諮中心組成評選小組，計評選優秀輔導人

員、優秀學務人員、優秀導師、績優學校及提報特殊貢獻人員等

五類，如下列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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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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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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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朝陽科技大學—賴怡君 

逢甲大學—黃毓萍 

東海大學—林莉芳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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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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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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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中臺科技大學－蔡英美   

育達科技大學－曾秀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張珮芬  

國立聯合大學－蘇士博 

東海大學－吳佩晃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2） 

（三）第三案 

案  由：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評選，請討論。 

說  明：中區各校計推薦 20位（如附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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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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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林泰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陳易芬 

逢甲大學－楊東麟   

東海大學－汪碧涵 

中臺科技大學－陳碧蓮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3） 



  

（四）第四案 

案  由：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評選，請討論。 

說  明：中區計有 11所學校提報（如附件 4），應選出 2所績

優學校薦送教育部。 

辦  法：若評審委員之學校有提出申請者，採取之迴避原則為

不對自己學校進行評分。由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

心委員共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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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東海大學。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4） 

（五）第五案 

案  由：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評選，請討論。 

說  明：推薦推動學務與輔導工作表現卓越之特殊貢獻人員，

學務類計推薦 1位；輔導類計推薦 2位(如附件 5)，

應選出學務及輔導各 1名提報教育部。 

辦  法：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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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學務－中山醫學大學吳蕙君教官 

輔導－國立中興大學謝禮丞副學務長兼健康及諮商

中心主任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5）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中午 12時 50分。  



  

附件 1 
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候選名冊 

10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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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世樺 南開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

中心 

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帄

等教育；●生命教育；●網路沉迷 

「諮商」不在知識性的解決，而是

幫助人在無奈中有所學習而無憾。 
 

2.  張瑟芬 
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 

約用助理員（社會工

作師） 

▓學務輔導：●認輔工作；●生涯輔導；

●性別帄等教育；●生命教育；●服務

學習；●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 協助弱勢學生結合本校資源協助出版

自傳書籍。 

2. 協助中心計畫與各項活動經費的核

銷，經費的核銷不在專業的訓練過程

中，卻有助於活動的順利進行與資源的

運用。 

學輔中心像個家，夥伴們相互合作

一同完成任務並照顧更多的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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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

育；●生命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 辦理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大學生生涯定向成長活動。 

2. 辦理教育部 98 年度生命教育典範學

習計畫—全國生命教育徵文競賽，主題

「生命「徵」正有意思」。 

3. 辦理教育部 9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

理學生輔導工作計畫「做你生涯的舵手

-諮商與課程的對話」研討會。 

今日在學生心中所種下「善」的種

子，在將來一定會生根、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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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辦理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資源中心」

計畫。 

5. 積極投入性別帄等教育工作-於校內及

社區中小學推廣性別教育。 

6. 致力提升心理衛生宣導品多項功能及

附加價值，製作「性別帄等教育桌曆、

L型夾、便利貼、拉頁筆」。 

4.  蔡美詩 中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資源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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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年度推動學輔

工作優秀人員。 

用感恩心助人與愛人。  

5.  王郁茗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兼

身心健康中心主任 

▓學務輔導：●認輔工作；●性別帄等教

育；●生命教育

輔導工作是生命相互影響的過程，

來自對學生永不放棄的愛！  
 

6.  陳映如 環球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帄等教

育；●生命教育；●網路沉迷

生命中的不完美，是為了讓你轉個

彎，看見不一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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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黃毓萍 逢甲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

中心 

心理師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帄等教

育；●生命教育 

敘說，讓生命故事有機會流動。 

理解，讓兩顆心的距離更貼近。 
 

8.  陳彥樺 弘光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涯

輔導；●性別帄等教育；●生命教育；

●網路沉迷 

惟有接納與欣賞，才能促成人的良

善本質成長茁壯。 
專任 

9.  林莉芳 東海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 
組員（約聘）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性別

帄等教育；●生命教育 

心與心交會時，看見彼此的所有樣

貌，學習互相理解、包容和接納。 心 

與心分離時，學習說再見並記得彼

此祝福。 

 

10.  曾詩穎 僑光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書記 
 

熱愛今天，相信今天，所以能擁有

明天，只要我們願意快樂，從挫折

的汙泥中也可以找到快樂的養分。 

 

 



  

附件 2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候選名冊 

10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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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芳 亞洲大學 
衛生保健組  
約僱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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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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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急救護教育訓練 
 

不要等待機會，而要創

造機會，期許自己做個

積極吸收正能量的人 

 

2.  呂濬帆 中國醫藥大學 
服務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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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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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執行各項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計畫，並記錄資料匯整至103年度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服務學習績優獎勵計畫，協助本校藥學系侯曼貞教授獲103年度服務學習績優

教師、醫技系林振文教授獲103年度服務學習績優行政人員、「食品與保健」課程

獲103年度服務學習課程優等。  

2. 101學年度~102學年度協助本校學子透過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與服務學習課程

計畫補助，完成6項融入智慧生活元素之新型專型申請成功。  

 
 

帄凡的人、帄凡的心，

在服務實踐中，重新創

造屬於自己的價值。 

 

 

3.  吳枚蓉 中國醫藥大學 
衛生保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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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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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學校衛生及傳染病防治相關活動，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推動(含健康體位、

性教育及愛滋防治宣導、菸害防制宣導)，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計畫之推動，榮

獲103年度績優場域學校。  
 

在學生心中種下健康

的種子，耐心灌溉，期

許不僅照顧自身甚可

庇蔭他人。  

 

 



  

4.  沈文祥 僑光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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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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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於95、96、97、98及102學年度榮獲本校績優導師，99學年度榮獲中區教學資源中

心教學輔導優良教師、101學年度榮獲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中區教學資源中心優良教師卓

越貢獻獎。  
 

服務學習需要時間的發

酵,持續堆疊的歷程可

換來開窖撲鼻的芬芳。 

 

5.  楊毓婷 靜宜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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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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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校推動品德教育之業務承辦人 

1.連續三年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補助； 

2.榮獲 102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學務工作是一份愛的任
務，用心投入，用情付
出，最後一定會看到社
團人最真的感動。 

 

6.  曾秀蘭 
廣亞學校財團法
人育達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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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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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獲 99年苗栗縣社會優秀青年表揚。 

2.100 年帶領春暉社學生參加區域和帄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

賽決選。 

3.101年擔任越南國際志工帶隊老師。 

4.100年~至今擔任育達科大境外生接待家庭。 

5.獲 103年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銅質徽章。 

6.獲 104年全國生命線總會 10年年資獎。 

服務是一件樂事，也是
人生最高的品格，用心
經營每一件事！ 

 

7.  李安富 
廣亞學校財團法
人育達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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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甘願做，為學生服務，
是一種享受，也是快樂
健康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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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潘怡君 明道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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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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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指導學生會參加全國社團評鑑榮獲甲獎。 

●102.103年度指導學生會參加全國社團評鑑榮獲特優獎。 

●104年度帶領社團參加全國社團評鑑榮獲兩特優獎(諮輔志工

社、餐旅系學會)。 

●103年度帶領社團參加全國社團評鑑榮獲 1特優 1績優(水上

救生服務社、餐旅系學會)。 

●102年度帶領社團參加全國社團評鑑榮獲 2優等(水上救生服

務社、餐旅系學會)。 

細心服務、耐心輔導，
秉持做中學的信念；努
力向前。 

 

9.  李嘉慧 明道大學 
學生事務處 
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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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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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ain passes but 
the beauty remains 

 

10.  詹宗家 明道大學 
學生事務處 
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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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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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能補拙，盡忠職守，
認真負責，用心陪伴，
自然能把事情做對、做
好。 

 

11.  楊欣怡 
中州學校財團法
人中州科技大學 

行政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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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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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去到哪裡，都要
用一流的態度，做一流
的努力。」摘錄自實踐
大學曲家瑞老師「誰說
我沒有影響力」 

 



  

一、曾獲 99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優秀學務人員獎 

二、曾獲內政部 99年度第 67屆兵役節績優幹部役政獎狀 

三、曾獲 98、99、100、101年度儘召二款輔訪特優單位 

四、曾獲 98年度兵役業務績優學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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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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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年度獲台中市優良護理師獎 

2.103年度獲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計畫基本方案「績優」 

3.102年度申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效卓越，103年獲健康體 

  位績優學校(全國僅 6所大學獲此殊榮) 

4.98年全國防疫績優公務類個人獎。 

心存善念，利人利己。  

13.  余承仿 
仁德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 

學務處-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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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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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喜做，甘願受。 『做』
就對了！ 

 

14.  陳小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軍訓教官 

兼任住宿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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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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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服務，真誠傾聽學
生聲音! 

 

15.  郭淑芬 中山醫學大學 
生活暨就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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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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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志者事竟成  

16.  鍾國良 弘光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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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生
命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

推動品格教育，關懷弱
勢學生，宣導生命無
價，確保安全第一。 

 



  

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勞作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一.參與校外學生生活輔導活動(含服務學習)之相關研習 
（一） 103.12.11日參與教育部中二區資源中心辦理｢103年

校安專職人員研習會」 
（二） 103.10.31日參與朝陽科技大學辦理大專校院辦理｢學

務與輔導創新研討會」。 
（三） 103.6.22日獲邀教育部 103年度校園菸害防制南區研

習，分享本校建置無菸校園歷程。 
（四） 103.5.28日參與育達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中區大專校

院學務與輔導創新研討會。 
（五） 102.10.25日參與朝陽科技大學辦理大專校院辦理學

生事務工作計畫-｢友善校園人權教育研討會」。 
（六） 102.10.23日參與台中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

學務輔導與創新推廣及策略研討會。 
（七） 102.5.31日參與修帄科技大學辦理中區大專校院人權

教育研討會。 
（八） 101.11.13-14 日參與國立中興大學主辦「教育部 101

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生活輔導組組長維護安全研習」。 
（九） 101.10.19日參與朝陽科技大學「學務與輔導創新研討

會」。 
（十） 100.12.9 日參與國立政治大學辦理之「教師專業自主

與學生權利保障系列研討會」 
（十一） 100.10.13 日參與建國科技大學「中區大專院校學

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研習會」 
（十二） 100.10.7日參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之「品格教

育，聽、想、做」研討會，並分享本校品格教育推
動成果。 

 

17.  陳玉梅 
國立虎尾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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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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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健
康。 

 

18.  
                                                                                                                                                                                                                                                                                                                                                                                                                                                                                                                                                                                                                                                                                                                                                                                                                                                                                                                                                                                                                                                                                                                                                                                         
林思妤 

國立虎尾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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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

●生命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

期許自己可以幫助接觸
過的每位學生，在人生
路上扶他一把。 

 



  

●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99學年度承辦春暉專案業務榮獲績優學校。 

2.100學年度承辦春暉專案業務榮獲績優學校。 

19.  劉昭聰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軍訓組 
軍訓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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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v 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v品德教育；

○v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具體承辦 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聖火全台傳遞暨深化推廣

紫錐花反毒運動 

親善為之，教育是傳遞
的歷程，揚然教育價值
與理念。 

 

20.  蔡英美 中臺科技大學 
教授兼任課外活
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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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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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只有一次，為學生
創造不同亮點，為自己
寫下精彩的一頁。 

 

21.  蕭又慈 逢甲大學 
領導知能與服務
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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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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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學生事務雖常感到
忙碌，但回想這幾年累
積的經歷，卻是滿滿的
收穫 ！  

 

 

22.  陳玲君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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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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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委辦計畫案 

學生滿足的微笑及專注

的眼神，是激勵我每天

熱情生活的動力來源。 

 

23.  宋筧欽 嶺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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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生命

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學以致用 誠以待人、

服務 從〝心〞出發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24.  吳佩晃 東海大學 
住宿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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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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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即學習與服務，對
住宿生要照顧也要教
育，讓宿舍不只是宿舍。  

 

 

25.  姚海曦 
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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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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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為學生服務的機

會，享受與學生相處的

時刻 

 

26.  邱靜儀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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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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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處理學生急難事件，爭取社會資源協助弱勢學生。 

心開運就開，美好的事

物總會在不經意中發生

~驚喜永遠不會發生在

既定的框架下~ 

 

27.  陳駿林 環球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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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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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學生辦理就學貸款線上申貸，即便出門遠行，上網一指

搞定。 

2.輔導學生會、羽球社、青鳥羅浮群學生社團參加「101 年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

皆榮獲績優獎項。 

3.推動激勵身處特殊困境，仍能勇敢面對艱難，努力向學並且

還能熱心幫助別人的傑出學生成為生命贏家。獎助名額及金

額：每學年至多 6 名，奬助學雜費 40,000 元(上、下學期各

20,000 元)。 

近年來，由於社會環

境、生活型態、價值觀

念等多元的變化，校園

文化受到極大的衝擊，

學生在思想、觀念、態

度、需求和行為上都產

生了顯著的改變。面對

此一環境的學輔人員不

應墨守成規，不求進

步，很容易被淘汰。所

以應常存不足之心，時

時吸取新知，並融入工

作中，以求事半而功倍

 



  

4.為協助清寒或遭遇特殊狀況以致家庭發生困難的在學學生順

利完成學業，推動惜學還願助學金，金額以一學年度之學雜

費為原則。本助學金性質與助學貸款不同，獲得助學者不需

還款，但期許獲得助學者能於畢業事業有成後，捐助回饋母

校，使本助學金能永續運作，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學生完成學

業。 

之效，進而趕上這個超

科技的資訊時代。 

28.  蘇士博 國立聯合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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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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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3年榮獲苗栗縣推行「體育有功人員獎」。 

2. 87年榮獲校內「績優導師獎」。 

3. 92年榮獲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 

4. 93年規劃於本校成立全國大專院校唯一之「國術博物館」。 

5. 94年規劃辦理全國首創之第一屆仿古「武科舉考試」。 

6. 94年台中市大墩文學獎—報導文學類，榮獲 首獎。 

7. 98年第一屆全國武術精英獎，獲頒「推行武術運動有功人

員獎」。 

8. 99年第二屆全國武術精英獎，獲頒「最佳武術教練獎」。 

9. 100年中華民國少林拳道協會頒予「優秀教練獎」。 

10. 102 年全球華人武術精英獎，獲頒「卓越武術團隊教練

獎」。 

11. 103年全球華人武術精英獎，獲頒「最佳運動教練獎」。 

12. 指導本校雲漢國術社與國術運動代表隊，多次榮獲中

華民國少林拳道協會頒贈「最佳武術運動團隊獎」。 

13. 指導國術社參加校內社團評鑑競賽，榮獲全校第一名

(89〜104年)。 

14. 指導國術社參加校內社團辦公室美化競賽活動，榮獲

全校第一名(91〜103年)。 

15. 指導國術社參加校內社團辦公室整潔競賽活動，榮獲

全校第一名(95〜103年)。 

16. 輔導本校學生社團(雲漢國術社、紅十字青年服務

培養美學素養，學習關

懷優先，落實感動與感

恩。 

凡事要檢討，才會愈做

愈好。 

 



  

隊)，參加教育部 103年度全國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

活動，雙雙榮獲 特優 獎。 

17. 指導本校雲漢國術社參加教育部辦理「全國學生社團

評鑑暨觀摩活動」，多次榮獲 

特優等(91.92.94.95.100.101.103.104年度)， 

優等獎(97.98年度)。 

29.  梁毓東 國立聯合大學 
學務處(學務長室) 

行政組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認輔工作；○兒童少年保護；○

生涯輔導；○中輟復學輔導；●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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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挫折，皆是另一

次轉機，生命以正向感

恩的心延續者。 

 

30.  張玲惠 修帄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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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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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學務工作並頇保有

一顆熱忱的心去為每一

位學生付出，看到每位

學生的成長就是最大的

成就。 

 

31.  解玉蘋 修帄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 
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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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帄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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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連續 7 年榮獲教育部補助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補助經費逐

年增加；今年更榮獲教育部『104-105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

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發展『專業跨域‧務

實創新 - 形塑職場五力π型人』。 

二、 為響應挽袖熱血助人之舉，每學年辦理 4 次捐血活動，102

年度獲頒捐血績效卓著之獎勵。 

三、 為培養現代志工服務精神，培訓衛保志工至今約有 25 人，

帶領衛保志工結合社區或 NGO 及鄰近中小學健康促進教

育。 

四、 於學校重要慶典活動，協同衛保志工設置急救站，提供學

生實際學習處理緊急傷病之經驗。 

任職 14 年，專業領域及

自我生活更形充實； 

為發揮愛心於服務，當

更全力以赴。 

 



  

五、 為積極加強護理專業知能的提升與建立，接受繼續教育之

課程積分達 150 點以上。 

(一) 取得菸害防制臨床護理種籽教師及愛滋病防治教育宣導種

子師資合格證書。 

(二) 擁有基本救命術指導員、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級急救員及

AED 管理員訓練 4 小時合格證書。 

接受衛生行政機關或其認可機構所舉辦之餐飲衛生講習課程滿

32 小時之合格人員。 



  

附件 3 
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候選名冊 

104.05.01 
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語 

1 林文玲 南開科技大學 
數位旅遊管理系 
助理教授 

當前社會環境變遷及少子化影響，加劇
導師工作的重要性及負擔，然而，身處
績效評比年代，導師除了輔導工作外，
尚頇努力達成學校要求的各項評鑑績
效，因此，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導師
不僅應具耐心、熱忱，更需找尋適當的
抒壓方式，才得以面對各項的挑戰。對
個人而言，不管著手班級經營活動、輔
導學生在校學習或生活適應等問題，總
將此些任務視為學習與成長，願同樣身
為教師及相關輔導工作的人員，大家能
共同期許與努力。 

2 林泰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副教授 

1.我喜歡學生多看看卓別林的電影，他
的影片結局，總是帶來溫暖希望與美
好，或許生命沉重，但仍要努力微
笑。 

2.學習不要被自己的情緒所欺騙。 

3 范國泰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微不足道之關懷與指引，卻能讓某些人
覺得社會有愛而不放棄希望。 

4 林秀容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講師 

引導與經營班級之理念: 
「有效激發學生之學習動能，讓一位帄
凡的學生，得到不帄凡的學習成效」。 

5 陳瑤玲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專任副教授 

除了陪伴，還是陪伴。 

6 鄭以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系 
副教授 

若能存在於學生的正直言行和對人對
己的盼望中，應不負導師之名。 

7 南玉芬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每個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趁著大學時
代，探索自己的各種可能。 

8 王中儀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副教授 

導師工作以學生為中心，以就業為導
向。這份關愛，學生感受得到。 

9 王秀鑾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副教授 

除了用心、包容心和同理心外，同學們
和我的關係為「亦師亦友」。 

10 陳碩菲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助理教授 

當導師就像當母親一樣，沒有休息的時
刻，但是看到孩子逐漸成長銳變，所有
的辛苦都甘之如飴。 

11 黃有傑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導師工作就是要跟學生玩真的、付出真
感情，才會有最甜美的果實。 

12 丁挺洲 明道大學 
光電暨能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負責兩班之導師，主動熱心解決學生各
類問題，與家長保持良好連繫，可為導
師榜樣。 

13 陳碧蓮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副教授 

導師者:如土地公-有求必應，願盡己微
薄之力為學生生命中之貴人。 



  

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語 

14 劉世詮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
系 
副教授 

公帄的對待每位同學，關心特殊需要的
同學。 

15 陳易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副教授兼諮商中心主任 

我相信學生為具有潛力之個體，我願意
以我所知所能幫助學子們了解自己，找
尋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希望學子們
能發揮自己的潛能，自我實現。 

16 陳慧珠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助理教授 

學生導師的工作，雖然協助學生解決生
活及學習上的問題，但也讓自己學習如
何聆聽語言下所蘊含的一些能力。 

17 楊東麟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以「視生如子」之心，結「亦師亦友」
之誼，築「揚帆啟航」之港，具「友善
校園」之實。 

18 施錫美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秘書室行政老師 

陪伴與傾聽是導師的兩大法寶。傾聽可
分享到他的心聲；陪伴可以溫暖他的成
長。 

19 林佩蓉 弘光科技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
成長組組長 
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 

耕一畝柔軟輔導心田，種一株希望教育
帅苗。 

20 汪碧涵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 
教授 

學生需要關懷、理解、指引與鼓勵，導
師需要時時自我充實。 

 
 
 
 
 
 
 
 
 
 
 
 
 
 
 
 
 
 
 
 



  

附件 4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候選名冊 

                                                  104.05.01 
收件
次序 推 薦 學 校 備  註 

1 亞洲大學  

2 靜宜大學  

3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4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5 中山醫學大學  

6 弘光科技大學  

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 朝陽科技大學  

9 東海大學  

10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11 中臺科技大學  

 
 

附件 5 
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候選名冊 

104.05.01 
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語 

1 吳蕙君 中山醫學大學 軍訓室  教官 沒有做不會怎樣，做了會很不一樣! 

2 謝禮丞 國立中興大學 
副學務長兼健康及諮
商中心主任 

肩膀不只是撐住衣服，更要承擔責任，
用同理心與正向態度解決問題。 

3 邱美華 僑光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授兼諮商輔導中心主
任 

輔導工作一路走來，宛若一杯美酒，愈
陳愈香，愈覺察自我，愈欣賞他人。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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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情形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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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情形二 

 

 

投票箱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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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票數一(學務中心張健忠秘書監票，輔諮中心王郁茗主任唱票) 

 

統計票數二(學務中心張健忠秘書監票，輔諮中心王郁茗主任唱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