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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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5月 5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 

二、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行政大樓 3樓第 3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召集人斐娟、蘇召集人武昌 

紀 錄：林婉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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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時可考量其係為專任

或兼任)。 

5.依教育部來函，學務與輔導工作表現卓越之特殊貢獻人員至多各選 1名，再

提報教育部。 

6.考量因各獎項間均獨立，並不相互影響評選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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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為候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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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方式以排序方式排定候選人先後序位，序位加總後，推薦總分最低之薦

送員額至教育部(複選傑出人員及卓越學校)，各獎項比照辦理。若無依本評

分方式評選，視同廢票。 

10.各校同一獎項之候選人，先於學校進行篩選後，再行薦送，同一獎項各校

至多薦送一人。 

七、書面審查：略 

 



八、評選「教育部 106年度友善校園獎」。 

    依據教育部 106年 1月 4日臺教學(三)字第 1050173715B號令及 106年

2月 22日臺教學(二)字第 106002440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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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導師、績優學校及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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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位（如附件 1），應選出 3位薦送教育部。 

擬  辦：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8名(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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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陳淑芳 

朝陽科技大學—鄭蕙誼 

東海大學—林世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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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位（如附件 2），應選出 5位薦送教育部。 

擬  辦：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18名(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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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東海大學—李佩玲 

靜宜大學—陳瀅雅 

朝陽科技大學—吳鴻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吳添銘 

弘光科技大學-余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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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位（如附件 3），應選出 5位薦送教育部。 

擬  辦：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8名(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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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朝陽科技大學—許卲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楊仁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林素珍 

靜宜大學—黃克峯 

逢甲大學-李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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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學校提報（如附件 4），應選出 2所績優學校薦送

教育部。 

擬  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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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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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靜宜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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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位；輔導類計推薦 2位(如附件 5)，依辦法學務及輔導至多

各選出 1名薦送教育部。 

擬  辦：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8名(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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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 1名特

殊貢獻人員報部，學務類則由委員現場推薦優秀學務人員排序第

一之人員。 

決  議：106年度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輔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賀孝銘 

學務－東海大學-李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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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附件 1 

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候選名冊 

10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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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案 心語 備 註 

1.  蕭玉敏 
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服

務學習輔導組- 

約用輔導員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辦理服務學習輔導工作積極負責，105 年

投件爭取教育部服學計畫，3 案鈞獲補

助；撰寫彙整本校服務學習成效並提報青

年署，使本校榮膺 105 年全國服務學習績

優學校。配合教育部方針辦理「105 年青

年節志願服務系列活動計畫」，捲動服務

績效，並獲青年署來文贈感謝狀。 

透過身體力行的服務實作，深化建

構正向人生觀與助人為善的力量。 

 

2.  曾詩穎 僑光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書記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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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葉淑文 靜宜大學 
諮商暨健康中心- 

組員(社工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

自我傷害防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校園親密暴力事件處理窗口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承辦人 

●教育部專兼任輔導人力計畫申請 

●臺中市「精神衛生與自殺教育訓練講師」 

能積極面對問題，就能把握隨著問

題而來的成長機會。 

 

4.  鄭蕙誼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

心-輔導人員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

育；●人權及法治；●品德教育；●服務

我們所追求的過程，其實就已包含

了那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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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案 心語 備 註 

學習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一、推動學生生涯歷程檔案，提升生涯輔

導服務效能 

二、輔導 5 位學生榮獲教育部「技職之

光—技職傑出獎」 

三、輔導 11 位學生獲教育部頒發「鼓勵

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

勵金新台幣 26 萬 

四、致力投入執行「學生全程關懷輔導—

職涯導航計畫」 

五、洞察趨勢制訂職涯輔導策略「縮短學

用落差與證能合一」 

六、積極輔導學生參加「教育部技專校院

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七、爭取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學生參加

國際性技藝能競賽職種計畫案」，獲

補助經費新台幣 844 萬 8 千元。 

八、致力提升「學生生涯輔導」宣導品功

能及附加價值 

5.  李家蓀 中國醫藥大學 

學務處健康中心- 

社會工作師/ 

專任輔導老師 

■學務輔導：●學生自我傷害防治；●生

涯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網路沉迷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曾榮獲 97 學年度中國醫藥大學性別平等

熱情讓生命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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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案 心語 備 註 

教育績優人員。 

6.  李家蓉 中山醫學大學 
身心健康中心- 

輔導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學

生自我傷害防治；●生命教育 

不管是甚麼樣貌的你，我都會跟你

在一貣。  

7.  蔡佩珊 
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諮商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

自我傷害防治；●生涯輔導；●性別平等

教育；●生命教育 

感謝每個獨特的靈魂，讓我看見生

命真實的美麗與力量。  

8.  黃宛姿 中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輔

導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

自我傷害防治；●生命教育 

靜心回問與傾聽內心 

聲音，心，會告訴自己答案。  

9.  陳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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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一、獲教育部補助青年發展署「105學年度

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計畫。 

二、協辦104年度教育部「魚花共生，你我

同行—點燃雲科生命力」生命教育特

色校園文化計畫及105年度教育部生

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手』護你我〃

『守』護雲科」計畫。 

三、個人獲獎紀錄： 

1.96-105年度榮獲學校敘獎感謝狀共

31紙。 

2.99學年度榮獲行政院青輔會大專校

院職涯輔導工作績優人員。 

每個人就像一本書，若能謙卑關

懷，必能走進其心，讀懂其人生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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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案 心語 備 註 

10.  唐惠媛 嶺東科技大學 
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 

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

自我傷害防治；●生涯輔導；●性別平等

教育；●生命教育；●網路沉迷；●社團

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除原有的學輔工作推動外，接連三年向

教育部申請教學卓越工作計劃，以強化

本校師生的網路正向與生命教育。 

2.105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計

畫：「翻轉幸福，非你不可」-自殺防治守

門人培訓營以及「同志肯定式諮商」輔

導人員專業研習，其活動的形式與內容

獲師生青睞與推薦。 

人生最美好的，莫過於熱愛你做的

事，與做你熱愛的事。 

 

11.  張淳溱 
國立勤益科技大

學 

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認輔導工作；●學生自我

傷害防治；●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 

人生因學習而精彩。 

 

12.  林世鴻 東海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網路

沉迷；●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Do something and find the 

differences！  

13.  廖辰閔 環球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輔

導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涯

輔導；●生命教育 

生命的意義不在於你擁有哪些東

西，而在於你知道真正有價值的是

什麼。 

 



附件 2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候選名冊 

10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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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案 心語 備  註 

1.  張簡永章 僑光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兼課指組行政老師 

(社團輔導及承辦行政

業務)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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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97 學年度台中市特殊優良教師，104 學年度教學

及輔導績優教師。 

2.績優導師：95 學年度第一與第二學期、96 學年度、97 

學年度、99 學年度第 

一學期及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成為充滿笑容又溫暖正向

的限量版學務人員，盡洪

荒之力服務社會。 

 

2.  簡慧曇 中山醫學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員 

■學務輔導：●認輔工作；●生涯輔導●品德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傾聽、陪伴、琢玉成器  

3.  陳瀅雅 靜宜大學 學務處組員 

■學務輔導：●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推動環保教育獲慈濟採訪 

生命的美妙在於關鍵時

刻，遇見對的人以支持關

懷，彰顯彼此存在的價

值。 

 

4.  羅卿純 
廣亞學校財團法

人育達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與服務學習

組 

學生輔導創新計畫行

政人員 

■學務輔導：●人權及法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100 年帶領春暉社學生參加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

全國競賽決選。 

2.100年~至今擔任育達科大境外生接待家庭。 

3.105年~至今擔任指舞弦樂社行政指導老師。 

努力完成每一項任務、真

心對待每一位學生及用心

經營每一件事。 

 

5.  余美娟 弘光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員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生命教育；●正向管教；●品

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生命擁熱情，開心在社

團，分享快樂、散播愛~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只要我可以，必定盡全

力。 

6.  林健男 嶺東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學輔專案人員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人權及法治；●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熱情面對、熱血服務、熱

力展現 

 

7.  盧旻孜 中國醫藥大學 
課外活動組 

約聘人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把握當下,珍惜擁有  

8.  陳怡婷 
亞太創意技術學

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兼 

群育中心(原課指組)

主任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鼓勵是成就孩子最好的言

語 

尊重是溝通前最重要的態

度 

追求卓越敢為人先 –座

右銘 

 

9.  劉如瑋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約用行政助理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服務學習；●社團發展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連續五年申辦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特色主題計畫」，

實施成效獲學校及教育部肯定。 

最美的時光，就在您付出

的那一刻。 

 

10.  陳芷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 
衛生保健組 組長 

▓學務輔導：●服務學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推動全校(兩校區)多元健康促進活動、建構全校急救網

絡、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健康服務、 

力求圓滿,創造多贏,問心

無愧。 

 
 

11.  吳鴻銘 朝陽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辦事員 

▓學務輔導： 

●輔導工作/輔導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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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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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學務專長，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計 11 項。 

●承辦大型學務活動，計 6 項。 

●擔任外國學生接待家庭。 

只要堅持著不放棄，就不

會真正抵達終點 

 



●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計 4 項。 

●推動青年海外志願服務，拓展學生視野，計 5 項。 

●積極參與社會志願服務，計 3 項。 

●協助校內性別平等社團辦理彩虹旗升旗典禮。 

●擔任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員，計 7 項。 

12.  陳加芳 南開科技大學 衛保組 護士 

 

▓學務輔導： ●生命教育；●品德教育；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 

1.103年度優良教職員工  

2.101年服務成績考核甲等  

3.104年服務成績考核甲等  

4.105年工作認真負責獲得嘉奬1次  

5.100年-105年職技人員增進工作效能研習營成績優良  

6.99~104年每年辦理4場次「捐血活動」 
 

付出更多，表現更好 

 

 

13.  陳香如 
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輔導員 

■學務輔導：●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社團有課本學不到的事

物，學習的過程雖辛苦，

但成果卻是甜美。 

 

14.  涂耿綸 逢甲大學 
課外活動組  

副組長 

■學務輔導：  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

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證照部份：計 2項 

學生事務部份：計 23項 

再多努力一下，目標不遠

了！ 

 

15.  謝家婷 國立聯合大學 
學務長室  

行政組員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We just want to make the 

world dance. 

 

16.  周秀眉 中臺科技大學 衛保組 組員 

▓學務輔導： 

●衛生保健；●健康促進；●意外傷害預防與緊急送醫處

理；●學生自我傷害防治●生命教育；●服務學習；●社

團發展；●學生自治；●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愛我所選、選我所愛，盡

力而為；接受、改變、離

開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菸害防制教育；●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17.  張瑜君 
中州學校財團法

人中州科技大學 
行政助理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社團發展；

●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一個人瘋是瘋子，一群人

瘋是瘋狂。 

 

18.  

                                                                                                                                                                                                                                                                                                                                                                                                                                                                                                                                                                                                                                                                                                                                                                                                                                                                                                                                                                                                                                                                                                                                                                                         
黃清松 環球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組長 

▓學務輔導：●認輔工作；●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 協助諮商中心共同輔導本校身心障礙學生。 

2. 自 104 年貣協助交通部推動「大專院校公車進校園」

計畫，提供學生更便利及安全的交通網絡，105 年更

被交通部評定為優良學校。 

3. 與家扶基金會合作，推動「惜學還願助學金」。 

4. 本校國際生達六百多名，自 103 年貣協助推動「環球

國際學生接待家庭」共認養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際學

生，感受到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學務工作千頭萬緒，秉持

耐心及愛心，讓學生未來

發光發熱。 

 

19.  李佩玲 東海大學 課外活動組 組長 

▓學務輔導：●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推動本校大學入門課程及學生領袖培育。 

用心陪伴、真心傾聽、耐

心等待、滿心回饋。 專任 

20.  吳添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助教(舊制行政人員) 

■學務輔導：●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90 學年度獲教育部頒發大專院校優秀學生事務（訓

導）人員。 

2.90、93學年度獲中區大專院校學生事務（訓導）工作

協調聯絡中心頒發大專院校優秀學生事務（訓導）人

員。 

3.91學年獲雲科大傑出校行政類友表揚。 

4.94年獲雲林縣社會優秀青年表揚。 

5.95、103學年度雲科大績優員工-助教。 

用「熱情、耐心及愛心」，

以「謙虛、誠懇、負責、

親切」待人。 

 





附件 3 

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候選名冊 

                                                                     106.05.05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語 

1 許卲越 朝陽科技大學 教授 

要懂得放大學生的優點及長處，才能相

互扶持、相互支持、價值共贏！“緣”

來是你，“友”你真好！ 

2 游正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輔導無他，雞婆而已 」，輔導是主

動發掘學生問題，並積極的協助與輔導

的工作。 

3 羅世忠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陪伴走過酸甜苦辣的生活，讓信心與勇

氣的種子能發芽茁壯。 

4 黃克峯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副教授 

導生如同手上之風箏，適時給予關懷

(不放棄任一位)，每人都擁有屬於他

(她)自己的一片天空。 

5 黃月桂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導師就是孩子在學校裡的媽,不管孩子

多大，還是需要關心和愛。 

6 施啟煌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 用心陪伴 照亮世界 成就人生。 

7 南玉芬 亞洲大學 社工系助理教授 
每位學生就是一顆種子,依著不同需

要,灌溉著,看顧著。 

8 范國泰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小小的關懷與指引,卻能讓學生感受學

校有愛而不放棄希望。 

9 林素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系教授 
相逢自是有緣,我珍惜每一位與我共度

充實導師生活的寶貝學生。 

10 洪瑞英 南開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講師 
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關懷陪伴引導,亦

師亦母亦友。 

11 葉怡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副教授 
學生需要觀心及陪伴,用心互動,舊會

了解問題,有效啟動危機處理。 

12 李綉玲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一句「老師，謝謝您！」即轉化為滿身

能量，陪伴學生於逢城依仁游藝。 

13 呂哲維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計系 

專技助理教授兼副主任 

學生是爸媽的寶貝，更是導師的弟妹。

班級就如同一個家，導師如同兄長。  

14 吳錦惠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

中州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導師這份工作是在教導學生人格及學

業各方面的成長，期待學生勇者無懼，

往前展翅。 

15 蔡佳芳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

環球科技大學 

生物技術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不論再多的歷練都是為了成就明天的

自己。 

16 鄧佳恩 東海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 

身為導師，在時間、體力都有限的情況

下，期待自己成為上帝祝福的導管，將

愛與關懷分享給每一個學生。 

17 楊仁壽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管系 特聘教授 
引導學生看到與深耕自己的獨特性，將

來找到屬於自己對的位置。 



 
附件 4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候選名冊 

                                                  106.05.05 

收件
次序 推 薦 學 校 備  註 

1 中山醫學大學 委員學校 

2 靜宜大學 委員學校 

3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委員學校 

4 中臺科技大學  

 

 

附件 5 

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候選名冊 

                                                                    106.05.05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 語 備 註 

1 楊順評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講師 

能夠對學生有一點丁的幫

助，都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樂在其中。 

輔導 

2 賀孝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輔導專業被信任源自於工作

效能，希望自己能成為輔導

教師成長的助力。 

輔導 

 

 

 

 

 

 

 

 

 

 

 

 

 



106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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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開幕(蘇召集人武昌與陳召集人斐娟聯合主持) 

 

 
謝執行秘書禮丞評選要點報告及 Ipad 使用情形 

(今年首度使用 Ipad,把所有候選資料輸入,方便委員查看) 



 
評審情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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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情形 

(委員根據不同種類的選票顏色投票) 

 

 
統計票數及結果 

(輔諮中心何凱維委員監票,學務中心林秀芬秘書唱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