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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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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5月 6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至 12時 40分 

二、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行政大樓 3樓第 3會議室 

三、主持人：蘇召集人武昌、陳召集人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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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學務中心蘇召集人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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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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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各獎項獎勵重點各不相同，爰候選人可同時參與不同獎

項。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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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學校進行評分。 

8.評審委員同時兼具學務中心委員及輔諮中心委員之身分，考量因

係代表委員學校不同職務出席本會議，爰決議兩身分均有評選權。

同理，評選委員雖為候選人，但考量其係代表學校職務身分出席，

因此同樣具有評選權。 

9.評分方式以各獎項應選名額 2倍之排序方式排定候選人先後序位，

序位加總後，依各獎項應選名額，由總分最低者依序薦送至教育

部進行複審，各獎項比照辦理。若未依本評分方式評選者，視同

廢票。 

10.委員討論各校推薦候選人員額，形成共識之附帶決議如下： 

明年度(106年)貣，學務中心與輔諮中心函發友善校園獎評選公文

時，請各校於同一獎項之候選人，先由校內初選後，至多薦送一名

到委員聯席會議進行評選。 

七、書面審查：各委員逐一審閱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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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評選「教育部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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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修正發布暨 105年 3月 4日臺教學(三)字第 105002978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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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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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名(計17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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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最低前三位推薦之。 

決  議：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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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俊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杜育真 

逢甲大學—吳祖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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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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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名(計17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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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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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興遠   

朝陽科技大學－張有恆 

靜宜大學－鄭惠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單環琪 

東海大學－鄭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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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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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名(計 17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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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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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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騰州 

弘光科技大學－梁天麗 

靜宜大學－鍾雲琴   

朝陽科技大學－李朱慧 

東海大學－謝俊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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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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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名(計17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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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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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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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名(計 17票)，

輔導類參酌評分指標，以排序方式排定先後次序（排

出 1到 2，其餘皆為 3），選出 1名特殊貢獻人員報部；

學務類因僅推薦 1名，爰採過半同意。 

決  議：105年度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學務－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黃書祥 

輔導－亞洲大學柯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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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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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候選名冊 

105.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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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逸涵 僑光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專案助理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面對它，從過去中學習，從過去中

成長。 
 

2.  吳祖揚 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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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意義啟於覺察到自己正在做

什麼。 
 

3.  施凱玲 
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實習與尌業輔導組 

辦事員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 
事在人為做自己認為對的事，以積

極、正面心態面對生活的一天。 
 

4.  紀怡安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中心 

專任心理師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網路沉

迷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從 102 年至今，除原有的學輔工作推動

外，接連三年向教育部申請專案輔導工作

計劃，以強化本校師生的性平較預與情感

教育。其中，104 年度所推出大專校院輔

導工作計畫：「以愛之名：在關係中與情

緒相遇」，其活動的形式與內容獲教育部

青睞與推薦，於教育部公共消息處發表該

系列活動的新聞。 

真實從來都比完美重要‧接納自我

才能心寬安在。 
 

5.  羅逸帆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中心 

約聘人員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尊重、包容、友愛，性別平等尌從

小地方做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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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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嬿任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中心 

研究助理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服務學

習；●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輔導諮商，有可能改變他人的人

生、或改變自己的人生之契機與幸

運。 

 

7.  曹俊德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主任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

育；●生命教育 用生命陪伴生命，以熱情灌注希望。  

8.  蔡月娟 明道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專案輔導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

工作；●生涯輔導；●社團發展 

盡己所能，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順

利適應大學生活及學習。 
 

9.  劉嘉芯 育達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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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服務學習 

陽光、空氣、水是生命不可或缺之

源；關心、愛心、耐心是輔導工作

之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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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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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江美琪 中州科技大學 
保健與諮商中心 

組員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生命教育；

●正向管教 

學會珍愛自己，你會找到你要的答

案。 
 

12.  許含鮮 亞洲大學 
諮商輔導組 

辦事員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

育 

即使生命充滿磨難，但我相信轉個

彎也許尌會找到上帝早已安排好的

那扇窗。  

 

13.  黃宛姿 中臺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輔導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命

教育 

靜心回問與傾聽內心的聲音，心，

會告訴自己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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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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陳彥樺 弘光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涯

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網路沉迷 
保持柔軟的心，堅守明確的界線。 專任 

15.  許文怡 環球科技大學 
諮商與尌業輔導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員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生命教育 

有愛無礙，舞出自我樂活力。 

擁抱生命，散播歡樂散播愛。 
 

16.  杜育真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約用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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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辦理本校 104-105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
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分項 2)：學涯
輔導機制-辦理生涯探索、壓力調適等工作
坊與講座系列活動。 
二、辦理「104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
作校際參訪活動」。(南應大) 
三、辦理教育部 101 年度生命教育校園宣
導活動-「正念減壓與人際關係」工作坊。
(環球科大) 
四、辦理 101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工作協調聯絡中心計畫「中區輔導單位校
際交流活動」。(環球科大) 
五、課程實習生專業督導(南應大) 
(一)修習諮商督導課程 
參與「督導認證課程：督導中的權力與關
係」、「循環督導模式工作坊」課程。 
(二)擔任中心課程實習心理師專業督導 
102-103 學年度擔任課程實習心理師專業
督導，每週提供一小時專業督導，對其所
接個案及帶領團體諮商進行個別督導，並
協助在諮商專業上技巧運用、自我覺察及
諮商效能。 

感恩有幸陪伴學生，一同感動愛的

再次流轉，尋找生命轉彎處的希望

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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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候選名冊 

105.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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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筆舜 僑光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專案助理兼組長 

■學務輔導：●服務學習●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榮獲中區 102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 

2.榮獲「103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大專校院組績優

行政人員。 

每一次服務的體驗,是另一個
感動的開始。 

 

2.  李妤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專員 
■學務輔導：●服務學習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如蒲公英般散播主動關懷及
服務學習的種子，讓其在心中
成長茁壯。 

 

3.  張有恆 朝陽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 組員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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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學務專長，兼具學術理論與實務經驗 

(1)考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博士班」，現為博士候選人 

(2)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社團經營師」檢定合格 

(3)擔任教育部「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講師 

(4)擔任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第 12 屆組織發展與

社團輔導學術論壇」論文發表人 

(5)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務分組」學務咖啡廳桌長 

(6)擔任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社團經營師認證學

分班」授課講師 

2.擔任各項學務工作委員及社團指導老師 

(1)現任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學生事務與輔導季刊」

執行編輯 

(2)曾任教育部「100 年度甄選全國技專校院辦理具勞

用有限的生命,創造無限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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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績優學校暨個人」審查

委員 

(3)曾任朝陽科技大學「2011 總統教育獎」評審 

(4)曾任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會、日間部畢聯會指導老

師，現任龍魂康輔社指導老師 

3.推動青年海外志願服務，拓展青年視野 

(1)辦理朝陽科技大學 2009~2016 年國際志工海外服

務學習計畫 

(2)擔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1~104 年「兩岸青年志

願服務工作研習營」講師 

(3) 參與資訊工業策進會及華碩文教基金會

2012~2015 ADOC 國際志工計畫及 2016 TDOC 青年

國際志工計畫 

(4)擔任 IAVE Taiwan 2012「Fly Up ! 國際青年志工行

動營」帶隊老師 

4.積極參與社會志願服務 

(1)籌組「2009 高雄世界運動會」學校團隊志工 

(2)籌組「莫拉克風災環境清理志工」 

5.承辦大型學務活動 

(1)辦理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3 年度「微型青年政策

論壇」 

(2)辦理臺灣服務學習學會 102 年度「中區讀書會」 

6.籌設朝陽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獲原民

會最高額度補助。 

4.  莊小琴 南開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專案助理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人

權與法治；●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99~104年每年辦理 4場次「捐

血活動」榮獲 99~104 年度台中捐血中心-中區學校

捐血感謝狀。 

真、善、美  

5.  蘇文星 南開科技大學 宿舍生活輔導員 
■學務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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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耐心、憐憫心、慈悲心、

人皆有之，需要的是讓他實踐

的一雙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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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6.  何柔葳 國立聯合大學 行政助理員 

■學務輔導：●人權與法治；●品德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聯合大學學生「學生請假系

統」建置規劃及「兵役業務執行計畫」等事項 

生命不是一場賽跑，而是一次
旅行。世間很多錯誤，往往是
因聰明而生。懂得控制自己聰
明的人，尌是懂得控制自己愚
蠢的人。 

 

7.  陳玟芝 國立聯合大學 
生涯發展與諮商
輔導中心  
行政助理員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品

德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關關難過關關過，事情再怎麼
困難，終究會有過去的一天。 

 

8.  許雅惠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約僱辦事員兼代
理組長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

命教育；●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沒有衝不破的黑夜，沒有過不

了的難關。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你若精
彩，天自安排～ 

 

9.  單環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中校教官兼生活
輔導組 組長 

■學務輔導：●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

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我一直認為，教育是「助人的
工作」，如果僅把學務工作視
為「每天例行的公事」，在很
多事情的處理上必然也會流
於「形式」，那尌失去工作的
熱忱了；真心想幫每個在人生
的道路上徬徫、無助的學生解
決問題，因為每協助一位學
生，尌會讓我知道， 
堅持是對的，因為我們在做對
的事！！ 

 

10.  陳建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軍訓教官 

▓學務輔導：●兒童少年保護；●生命教育；●人

權與法治●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藥物濫用個案輔導管制 

教育無他，榜樣而已。  

11.  紀欣怡 中山醫學大學 
生活暨尌業輔導
組 
技士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熱忱是發想的動力  

12.  鄭惠貞 靜宜大學 
諮商暨健康中心 
組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

生命教育●服務學習 

【創新、突破】才能真正的去
贏，積極面對未來，找到屬於
自己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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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教育部【103學年度大專校院學校衛生實地輔導】，

靜宜大學榮獲全國 『唯一』【特優學校】。 

2.教育部補助 143 所大專院校推動【104 年度健康促

進學校計畫執行成效】，經評選後，靜宜大學榮獲

全國『唯一』【特優學校】。 

13.  余孝德 中臺科技大學 
教官兼生活輔導
組組長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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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天生我材
必有用，相信自己，做我自
己。 

 

14.  喻興遠 弘光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上校組長 

▓學務輔導：●中輟復學輔導；●生命教育●人權

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學生自治●勞作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團體事蹟:如書面資料 

個人事蹟 

(一) 103 年度榮獲教育部部長獎狀乙幀－軍訓工作

績優主任教官，認真負責，深獲長官肯定。 

(二) 103 年度榮獲教育部部長獎狀乙幀－辦理第 87

期新進軍訓教官職前教育訓練任務，認真負責，

完成任務。 

102 年度榮獲教育部部長獎狀乙幀－辦理教育服務
役教育訓練任務，認真負責，完成任務。 

愛與關懷、全力陪伴、與學生
共同成長-感動自己、感動學
生。 

 

15.  曾美幸 大葉大學 
生活與住宿輔導
組辦事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命教育；●

正向管教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觀功念恩,平安喜樂。  

16.  朱郁婷 逢甲大學 學務處辦事員 

學務輔導：●人權與法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導師制度規劃、導師關懷系

統平台規劃、協助規劃學生輔導機制、專業輔導人

員之薪資規劃 

學務工作不只是支援關心，更
要服務貼心，讓學生安心、家
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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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黃光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學務處組員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生命教育●社團發展；

●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03年度學校績優職員、104年度科大校務評鑑學務
處聯繫人、100至 103 學年度學生宿舍業務、104學
年度高鐵雲林站師生接駁校車預約登記 

同理心,與人為善,廣結善緣。  

18.  黃雅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助理員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服務學習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 獲頒 102 年度「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績優職員獎」，

名列全校第一名。 

2. 103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甄選全國大專校院

之「服務學習績優獎勵計畫」，由黃小姐主責推動

執行全校服務學習及志願服務業務，並負責提案之

績優獎勵計畫總計兩案，榮獲「績優學校銀質獎」

及「績優行政人員獎」兩獎項之肯定。.  

用心、服務、學習、改變、感
動、成尌。 

 

19.  
                                                                                                                                                                                                                                                                                                                                                                                                                                                                                                                                                                                                                                                                                                                                                                                                                                                                                                                                                                                                                                                                                                                                                                                         
鄭皓文 東海大學 約聘組員 

■學務輔導：●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莫忘初衷,學無止境.  

20.  賴貞妃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
環球科技大學 

護理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幫助師生重視健康、積極邁向
健康之道，是極有價值且令人
歡喜的工作。 

 

21.  李文旺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
中州科技大學 

訓輔人員兼生活
輔導組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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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護同學向前航，學輔工作不
打烊，服務品質旗幟揚，學生
安心座滿堂。 

 

22.  陳嘉豪 亞洲大學 
服務學習組 
約僱行政助理 

■學務輔導●服務學習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做對的事情，尌不怕做錯事。  

23.  黃永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務處校安人員 
▓學務輔導：●認輔工作●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人權與法治●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

團發展 

成功，不是你贏過多少人，而

是幫過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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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連續三年申辦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拒毒

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模式推廣活動」，實施成效獲

宣導學校及教育部肯定。 

24.  郭蘇文 嶺東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發展中
心主任 

■學務輔導：●人權與法治●品德教育；●服務學

習；●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強化公民意識、推動資源整合多元學習輔導。  

世上最美好的祝福，尌是有能

力為別人做點事。  

 

 

25.  徐郁涵 中國醫藥大學 
軍訓處暨生活輔
導組 
約聘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涯輔導●生命

教育；●品德教育；●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推動本校新導師制度：生涯導師制度，引導學生UCAN檢測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生

活導師小班制，師生關係更為密切，照顧學生需求，讓學生感受到溫暖，發揮導師功

效。  

2.辦理教育部10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工作計畫之大專校院導師制度：聯

絡各校學務工作者建立良好夥伴關係，為導師工作發展齊心協力。辦理各校學務同仁

與導師實務工作經驗交流互相學習，導師工作得以經驗傳承並能精進專業輔導技能。  
  

輔導工作是潛移默化的很難

彰顯成效的，但我相信自己是

在做有意義的事。  

 

26.  許嘉云 中國醫藥大學 
課外活動組 
約聘人員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自101 學年度貣擔任本校學務會議總窗口，協調統整各處室資料及計畫，並輔導各

學輔人員進行會議資料統整、計畫撰寫及成果報告資料彙整；另擔任學務處資料窗

口，辦理本校各項學務處、教育部資料填寫及彙整。  

2.主動留意學生經濟困難問題，協助了解弱勢學生困難點，並彙整相關資料，除提供

急難救助金外亦撰寫相關資料，申請本校安心助學措施之曙光愛心助學金及薪傳還款

基金助學金。  
 

輔導學子並發現每個個體的

美並用謙卑的心去了解他們。  

 

27.  陳琬鈞 明道大學 
生活輔導組 
行政助理 

■學務輔導：●兒童少年保護●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網路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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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品德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榮獲「100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2.獲100-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

廣與深耕學校計畫」。 

3.榮獲「102 年辦理兵役有關業務之『績優學校』-

役政之光」。 

4.榮獲「102 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 

5.辦理尌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弱勢助學金業務，

幫助弱勢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6.辦理惜福饗宴申請，補助弱勢學生餐費。 

28.  賴昭賢 明道大學 
生活輔導組 
行政助理 
(宿舍導師) 

▓學務輔導：●品德教育；●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幹部同心，其力斷金。令離家

的遊子能夠在宿舍也能有“在

家”的感受。  

 

29.  黃聖智 明道大學 
生活輔導組 
行政助理 
(宿舍導師) 

▓學務輔導：●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重新定義所熟悉的事物，勇於

設計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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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候選名冊 
105.05.06 

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語 

1 萬騰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系所 

教授兼總務長 

與學生相處 1 小時，可能影響他(她)們的一

生！我是快樂的導師！ 

2 李朱慧 朝陽科技大學 副教授 
真心喜歡學生,用心對待學生,專心頃聽學

生,愛心陪伴學生。 

3 林建揚 南開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學生的成尌是老師最大的鼓勵與安慰 

4 邱文頊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副主任 

導師不但是「經師」，更是「人師」；導師

不只是「教書」，更重要的是「教人」 

5 陳香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副教授 
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性，希望都能懷抱夢

想並熱情實踐之。 

6 陳怡靜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系 

副教授 

以身教言教盡心盡力當個在專業知識傳遞

上與生活輔導上的好大人。 

7 鍾雲琴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系 

教授 
多點關心、多點耐心、多些傾聽。 

8 張馨云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助理教授 

成為學生的朋友、平輩似的導師，以過來

人指引路上的石頭在哪兒。 

9 梁天麗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助理教授 
教育之道無他,唯其愛與榜樣而已。 

10 葉子明 大葉大學 
休閒管理系 

教授兼系主任 

感謝所有的學生，你們的支持是我持續奉

獻與堅持的動力。 

11 陳雍宗 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真善美」是輔導的目標，「情理法」是

輔導過程，「愛｣才是輔導極致境界。 

12 楊豐瑞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專任副教授 

時時播愛,盡力做好,甘之如飴,不能完美

無缺,但求無愧於心。 

13 吳文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系 

副教授 

願這世界少一些苦惱，多一些喜樂，將煩

惱轉化為正向的力量。 

14 謝俊魁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 

助理教授 

關心是一條線,不但能拉近師生距離,也能

提升學生對創造前景的信心. 

15 蔡佳芳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

環球科技大學 

生物技術系 

助理教授兼代理主

任 

老師沒有放棄你，你自己更不能放棄自己。 

隨時準備好充實自己，以應付美好的明天。 

16 蘇文碩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若說挫折如苦飲，你我何不並肩而坐，一

同品嚐人生裡的各種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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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語 

17 周建明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

系 

教授兼秘書長 

多建廟堂業，少立煙火功。實質幫助學生，

而非一昧地吃喝玩樂。 

18 陳靜容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一世總要堅定地守住一個承諾，一生總要

勇敢地唾棄一個江湖。 

19 張鼎煥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秉持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滿園桃李

當視若自己兒孫的理念，建立亦師亦友的

伙伴關係，以身作則傳播孝順父母、成尌

自己、造福他人精神。 

20 黃淑娥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系 

助理教授 

休保系的孩子們，每一位都是瑰寶，只要

導師給予引導、鼓勵；讓同學們找到自己

的專長與舞台，同學們便能夠找出一條屬

於自己的道路；朝夢想前進。休保系有三

大領域(領隊/休閒產業/養生保健)，每一

位同學皆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方向；個

人自許是一位搭舞台的化妝師，幫孩子們

準備好舞台，他們便能夠發光發熱、展現

自我。 

21 何秉岳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精緻農業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不同家庭的學生，不一樣的故事，謝謝你

們讓我看到世界真實變換的樣貌。 

 
 
附件 4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候選名冊 
                                                  105.05.06 

收件
次序 推 薦 學 校 備  註 

1 朝陽科技大學  

2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3 中臺科技大學  

4 弘光科技大學  

5 大葉大學  

6 亞洲大學  

7 中國醫藥大學  

8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16 

附件 5 
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候選名冊 

                                                                 105.05.06 
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 語 備 註 

1 黃書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軍訓室 

軍訓教官 

做舆不做一念之間，做了成

果大不同。 
學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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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自

我，欣賞他人，為學生建造

友善快樂的校園生活。 

輔導 

3 陳鍾琇 明道大學 
中國文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

要繫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

版上。 

輔導 

4 周建明 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教授兼秘書長 

多建廟堂業，少立煙火功。

實質幫助學生，而非一昧地

吃喝玩樂。 

輔導 

5 吳信達 明道大學 
材料與能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只要有上帝，小樹苗也會變

成大樹，成了大樹之後，貢

獻你的才能去幫助別人。 

輔導 

6 柯慧貞 亞洲大學 副校長 
學輔工作乃生命蘭巴倫，也

是挑戰與創新的歷程；為它

忙得快樂，累得歡喜。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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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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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召集人及蘇召集人聯合主持 

 
 

 

會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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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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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情形一 

 

 

評審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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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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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箱 

 

 

投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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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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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諮中心吳錦鳳委員監票，學務中心吳惠如委員唱票) 

 

 

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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