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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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5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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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召集人武昌、陳召集人斐娟 

紀  錄：黃淑敏、林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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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務與輔導工作表現卓越之特殊貢獻人員至多各 1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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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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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略 

八、評選「教育部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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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3

月 1日臺教學(二)字第 107003130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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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位，應選出 3位薦送教育部。 

擬  辦：由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依評選要點選出 3位優秀輔導人員。 

決  議：1.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6名(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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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位推薦之。  

2.107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中臺科技大學—賴靜慧 

中山醫學大學—李家蓉 

朝陽科技大學—洪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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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位，應選出 5位薦送教育部。 

擬  辦：由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依評選要點選出5位優秀學務人員。 

決  議：1.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16名(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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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推薦之。 

2.107 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朝陽科技大學—紀靜蓉、嶺東科技大學—陳玫君、 

中臺科技大學—呂令妃、中山醫學大學—姜德宜、 

靜宜大學-劉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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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位，應選出 5位薦送教育部。 

擬  辦：由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依評選要點選出 5位優秀導師。 

決  議：1.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6名(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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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位推薦之。 

2.107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中臺科技大學—呂哲維、國立聯合大學—范國泰、 

中山醫學大學-林席如、朝陽科技大學—黃淑琴、 

靜宜大學-于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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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所學校提報，應選出 2所績優學校薦送教育部。 

擬  辦：由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依評選要點選出2所績優學校。 

決  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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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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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推薦之。 

2.107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中區推薦名單如下： 

中臺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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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各校學務類計推薦 0位，輔導類計推薦 2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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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各選出 1名提報教育部。 

擬  辦：由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依評選要點，選出特殊貢獻人員學務及輔

導各 1名。 

決  議：1.出席會議之學務及輔諮中心委員共 16名(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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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類則由委員由優秀學務人員候選名

單中選出排序第一之人員。 

2.107年度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中區選出名單如下： 

輔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張景然 

學務－嶺東科技大學-陳玫君 

（候選名單及計票結果詳如附件5） 

備註:會後經學務中心聯絡嶺東科技大學陳玫君組長，陳組長本人無意

願，所以學務類不提報，只提報輔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張景然。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附件 1 

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候選名冊 

    10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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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靜慧 中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社會工作師/組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

自我傷害防治●兒童少年保護；●性別平

等教育；●生命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一、 辦理教育部 107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輔導工作計畫「校園性別事件之情理

法 or 法理情」輔導人員專業研習。 

二、 辦理 103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導師輔導

制度研討會。  

三、 99 年度~迄今擔任教育部校園事件防

治與處理調查專業人才。 

四、 103 年度~迄今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

師資人才。  

五、 103 年度~迄今擔任多所學校校園性

平事件防治調查。  

六、 106 年度~迄今擔任衛服部家庭暴力

被害人心理輔導專業人員。 

七、 106 年度~迄今擔任衛福部豐原醫院

性平委員會委員。  

八、 101~102 年度曾任台中市大坑社區大

學兼任講師。  

九、 97~102 年度曾任本中心實習心理師

行政督導。  

十、 榮獲本校 99 學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有功人員。  

專心於工作中的美好領悟，

可以造成奇蹟、解決困擾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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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榮獲本校 97學年推動學輔工作優秀

人員。  

十二、榮獲青輔會 92年度生涯輔導優秀人

員。 

2.  胡瑋婷 靜宜大學 
諮商暨健康中心- 

助理(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命

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 榮獲教育部「105 年度生命教育特色學

校」有功人員。 

2. 教育部補助辦理 105-107 年度「跨域翻

轉‧生命觸動」特色主題三年中長程發

展計劃，規劃與執行「觸動你我」、「敘

說實踐」等工作項目。 

打開心房，接納所需要的

人，在他們的身上認出天使

的面容。 

 

3.  林倚萱 國立聯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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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沉迷。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本校學習諮商輔導

工作之推展。 

發揮學能健全體制，讓學生

得到合適服務而樂學進取，

備感欣慰。 

 

4.  洪凱婷 朝陽科技大學 
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專任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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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 

用心聆聽、用心感受、真誠

以待、盡心盡力。 
 

5.  蔡依玲 弘光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專任心理師 

■學務輔導：●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性

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網路沉迷。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承辦教育部 106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

用溫柔而堅定的力量，陪伴

你看見內在的勇氣與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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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工作計畫：「與系統合作~學校個案管理

員的實務增能」研習。 

6.  林家如 
國立 

虎尾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生涯

輔導。 

在人生長途上陪伴著某個時

段，期待你能獲得能量繼續

向未知前行。 

 

7.  陳映如 環球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心理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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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的不完美，是為了讓

你轉個彎，看見不一樣的

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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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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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 

不管是甚麼樣貌的你，我都

會跟你在一貣。 
 

10.  姜祖華 
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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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日常生活中體認出生命教

育的意義，是每個心靈層面

最深刻的成長。 

 

 

 

 

 

 



  附件 2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候選名冊 
10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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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德宜 中山醫學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員 █學務輔導：●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性別平等教育；●生命

教育；●社團發展 
人生就是不斷前

行，嘗試各種可能

性，不試永遠不知

道能帶給學生什

麼。 

 

2.  劉玲娟 靜宜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員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人權及

法治●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輔導本校雅音國樂團參加 105年及 106年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連續兩年榮獲【大學校院

組-康樂性】優等獎。 

2.輔導本校手語社參加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暨觀摩活動榮獲【大學校院組-學藝性】優等獎。 

3.輔導學生議會參加 107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

暨觀摩活動榮獲【立法傑出獎】。 

4.輔導學生會總務部參加 107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

暨觀摩活動榮獲【財物傑出獎】。 

藉著真誠的心，激

發生命的潛能，從

心開始，熱愛、堅

信我的工作價值。 

 

3.  陳昭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行政組員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

團發展；●學生自治 
生命的價值，在於

用生命影響生命。 

 

4.  吳霽展 亞洲大學 課外活動輔導組

行政助理 

學務輔導：●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

生自治 
輔導社團成長茁

壯，我也督促自己

進修，希望能回饋

學生更多能量。 

 



5.  紀靜蓉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副

主任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育●人權及法治；

●品德教育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一、推動業務榮譽事蹟：執行「96學年度至 98學年度大專

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本校總媒合率為

110.53%，協助應屆畢業生及校友就業，獲教育部長頒發

「績效卓越獎」。 

二、個人特殊優良事蹟(如有數屆，均僅提供最近資料佐證) 

(一) 接受培訓並列入「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參與性平宣導與防治。 

(二) 獲票選擔任校務會議代表：91學年度、93學年度、

101 學年度、102 學年度、105 學年度，共計 5 屆代表

（附件 2）。 

(三) 獲選本校兩屆特優人員：88 學年度（首屆辦理）
及 100學年度工作績效特優人員。 

(四) 主動擔任本校國際接待家庭：96 學年度貣迄今，
共 11年，照顧及輔導國際學生。 

(五) 參與校內競賽：「生命教育與憂鬱自傷防治主題
『青春 DIY-自然體驗營』專案計畫」參與 99 學年度職
員教育訓練「專案管理」課程分組競賽第 1名。 

(六) 近年校外服務事蹟摘要： 
1.獲聘中臺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績效
評量評鑑委員(107.1.30)。 

2.獲邀參加「104 年度臺中市職涯發展中心營運計畫」
第二十次專業顧問團智庫指導會議(104.10.6)  

3.獲邀擔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103 年撰寫履歷競賽」
評審。 

4.獲邀於 100-101 年度中區技專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管考會議職涯輔導經驗分享(100.12.14)。 

面對艱難的任務
時，坦然面對、處
理，然後放下。 

專任 



6.  李雅萍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

環球科技大學 

生輔組宿舍輔導

人員 

■學務輔導：●學生自治 做中學 學中做  

7.  周怡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組員 █學務輔導：●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榮獲 104年度學校績優職員獎第二名。 

2.規劃新建學生宿舍大樓構想書相關業務，並經送教育部審

議通過，目前已進行設計規畫階段。 

3.撰寫新建學生宿舍大樓工程經費辦理貸款償債計畫案，目

前將送財政部及教育部審議。 

克苦耐勞、勇於任
事、同理心、助人
為樂、知足常樂、
惜緣惜福 

 

8.  鄭書婷 逢甲大學 領導知能與服務

學習中心約聘助

理 

■學務輔導：●性別平等教育；●服務學習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2017新鮮人成長營總召 

學習站在學生的

角度，提供每一位

學生真正需要的

學習資源。 

 

9.  廖靜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軍訓組組長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自我傷害防治●人

權及法治●品德教育；●服務學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擔任藥物濫用承辦人期間，連續兩年榮獲(103、104年) 

 深化推動紫錐花績優單位。 

2.榮獲104年大專組藥物濫用防制績優教官 。 

3.擔任軍訓組組長期間，推動賃居業務執行，並榮獲教育 

  部105年度「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績優學校」。 

4.擔任軍訓組組長期間，推動兵役業務執行，並榮獲107 

  年第75屆兵役績優學校 
 

用心聆聽、無私付
出，盡心盡力完成
學生事務工作 

專任 



10.  劉家榆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住宿組 

組員兼組長 

■學務輔導：●認輔工作●生涯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

命教育●正向管教；●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中華民國技術士證「喪禮服務」乙級考試合格 

104.5.26獲教育部技職家庭表揚 

106.6.15心肺復甦術加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訓練合格 

視學生為己出，運
用方法並耐心溝
通，鼓勵學生把握
機會發揮所長。 

 

11.  李侑祖 國立聯合大學 技術助理員 

(就業輔導員) 
學務輔導：●生涯輔導 做我們自己，並盡

其所能的發揮自
我。 

 

12.  范純菁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長  

■學務輔導：●品德教育●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104年獲得中華學生事務發展學會社團經營師—教師 

班證照，提升個人職能。 

2.104年與苗栗稅捐處合作，推動無實體電子發票計畫 

，獲5萬元補助。 

3.104年代表本校參加品德教育特色學校遴選簡報， 

獲當年度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4.105年獲得TBSA商務企劃師證照，提升個人職能。 

5.105年申請原住民資源中心業務費，代表本校至原委會 

簡報，首次獲得補助15萬元。 

6.106年擔任學生會輔導老師，輔導學生會參加大專校院 

學生會成果競賽獲特優獎。 

7.107年參加亞洲體驗教育學會「體驗教育助理引導員 

培訓課程」，將體驗教育應用於社團輔導中，提升個人 

職能。 
 

藉由課外活動讓

學生建立自信，並

擁有自由揮灑的

舞台。  

 

專任 

13.  林怡君 南開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理 

■學務輔導：●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1.99-105 學年度校內服務成績考核獲甲等 5 次(如第 10-12

努力，終將獲得甜
美果實。 

 



  

頁)。 

2.104學年度獲得嘉獎一次(如第 13頁)。 

14.  呂令妃 中臺科技大學 組員 ■學務輔導：●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 生命總會找到出
路，天生我材必有
用，相信自己，做
我自己。  

 

15.  陳玫君 嶺東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組長 ■學務輔導：●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服務學習；●社團

發展 
『盡己之力，無愧
於 心 ！ 不 斷 學

習，激發無限！從
心出發，服務師
生！』 

專任 
有營養師

及廚師證

照 

16.  吳惠玲 僑光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護士 ■學務輔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尊重專業是對護
理人員最大的肯
定與鼓勵，也是使
其持續努力的動
力。  

 

17.  吳喬恩 弘光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組員

(營養師)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服務學習 甘願做 歡喜受 
人生就像騎腳踏
車，為了保持平
衡，你必頇一直前
進。 

 

18.  劉朝陽 修平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長 ■學務輔導：●社團發展；●學生自治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近六個學年度榮獲 2次全校特優導師和 1次績優導師 

課外活動組的願
景是建構學生服
務力、團隊力與活
動力，成就學生多
元發展的推手。 

教師兼
任 



附件 3 

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候選名冊 
107.05.04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心語 備註 

1 林席如 中山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身為一位導師， 

始終以美國教育家的一段話自我期勉。 

The mediocre teacher tells. 

The good teacher explains. 

The superior teacher demonstrates. 

The great teacher inspires. 

 

By William Arthur Ward (1921 – 1994) 

 

2 范國泰 國立聯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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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于昌永 靜宜大學 助理教授 欲行大道，莫示小徑。  

4 方俊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助理教授 
四年的大學期間，導師不僅是導生的好朋

友，更是重要的人生領航員。 
 

5 黃淑琴 朝陽科技大學 副教授 
做別人的工作，學自己的功夫，從看見生

命價值成就學生。  
 

6 蔡佳惠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

環球科技大學 
副教授 學習是精神的食糧、付出是快樂的泉源。  

7 王中皓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副教授 
學生像樹苗，要怎麼成長先這麼栽，提供

土壤、引導陽光、用心灌溉 
 

8 林其昌 東海大學 教授 
因為生命與學習鴻溝的存在，教育始能在

堅定信念下獲得挑戰和成長。 
 

9 蘇恆毅 逢甲大學 副教授 
相信堅持就會有所改變!  

老師用心的付出，學生是感受得到的!  
 

10 翁註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副教授 

打開辦公室的門，讓學生習慣看到老師。

傾聽學生的聲音；看見他們不同面向的潛

能。  

 

11 黃兆武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專任講師 

常跟自己的導生相處聊天是幸福愉快的，

也讓自己覺得變年輕了。導師工作是「做

功德」-甘願做、歡喜做。 

 

12 林玉惠  南開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所謂的幸福，就是貢獻感。不要小看自己，

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13 呂哲維 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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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裕榮 嶺東科技大學 
教授兼學術發

展中心主任 

用心體察，小處關懷，友愛引導  

 
 



 
附件 4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候選名冊 

                                                             107.05.04 

收件
次序 推 薦 學 校 備  註 

1 中山醫學大學 委員學校 

2 聯合大學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委員學校 

4 嶺東科技大學  

5 中臺科技大學 委員學校 

6 亞洲大學  

7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8 弘光科技大學 委員學校 

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附件 5 

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候選名冊 

                                                                       107.05.04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 語 備註 

學務 

1.  姜德宜 中山醫學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員 
人生就是不斷前行，嘗試各
種可能性，不試永遠不知道
能帶給學生什麼。 

 

2.  劉玲娟 靜宜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員 
藉著真誠的心，激發生命的
潛能，從心開始，熱愛、堅
信我的工作價值。 

 

3.  陳昭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行政組員 

生命的價值，在於用生命影
響生命。 

 

4.  吳霽展 亞洲大學 課外活動輔導組行政助理 
輔導社團成長茁壯，我也督
促自己進修，希望能回饋學
生更多能量。 

 

5.  紀靜蓉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副主任 
面對艱難的任務時，坦然面
對、處理，然後放下。 

 

6.  李雅萍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
球科技大學 

生輔組宿舍輔導人員 做中學 學中做。  

7.  周怡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組員 
克苦耐勞、勇於任事、同理
心、助人為樂、知足常樂、
惜緣惜福 

 

8.  鄭書婷 逢甲大學 
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中心
約聘助理 

學習站在學生的角度，提供
每一位學生真正需要的學習
資源。 

 

9.  廖靜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軍訓組組長 
用心聆聽、無私付出，盡心
盡力完成學生事務工作 

 

10.  劉家榆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
道大學 

住宿組 
組員兼組長 

視學生為己出，運用方法並
耐心溝通，鼓勵學生把握機
會發揮所長。 

 

11.  李侑祖 國立聯合大學 
技術助理員 
(就業輔導員) 

做我們自己，並盡其所能的
發揮自我。 

 

12.  范純菁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
達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長 
藉由課外活動讓學生建立自
信，並擁有自由揮灑的舞
台。 

 

13.  林怡君 南開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理 

努力，終將獲得甜美果實。 
 

14.  呂令妃 中臺科技大學 組員 
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天生我
材必有用，相信自己，做我
自己。  

 

15.  陳玫君 嶺東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組長 
『盡己之力，無愧於心！不
斷學習，激發無限！從心出
發，服務師生！』 

 

16.  吳惠玲 僑光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護士 
尊重專業是對護理人員最大
的肯定與鼓勵，也是使其持
續努力的動力。  

 

17.  吳喬恩 弘光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組員(營養師) 
甘願做 歡喜受 
人生就像騎腳踏車，為了保
持平衡，你必頇一直前進。 

 

18.  劉朝陽 修平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長 
課外活動組的願景是建構學
生服務力、團隊力與活動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心 語 備註 

力，成就學生多元發展的推
手。 

輔導 

1 張景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有備而來的迎接今天，今天
就是享受天，至少會是個從
容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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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朱瑞嵐 中山醫學大學 
身心健康中心- 
約僱心理師 

欣賞自己的獨特、發現別人
的美好，相信我們都值得愛
與被愛。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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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情形 

 

 

會議開幕 

(蘇召集人武昌與陳召集人斐娟聯合主持) 



 

評審情形一 

(委員可查看書面紙本資料或 Ipad 電子資料) 

 

 

評審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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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王郁茗委員監票,學務中心林秀芬秘書唱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