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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訊 

       亮點校友由教育學院各系所依照「學術研究、教育耕耘、產業實務、社會公益、多元貢獻」等

五⼤類推薦，選出⼀百位優秀校友。百位校友難得⿑聚，臺師⼤吳正⼰校長、宋曜廷、印永翔副校

長，以及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都到場歡迎。 

       吳校長提到，教育學院是師⼤ 引以為榮的學院之⼀，此次英國泰唔⼠報公布11個學科排名，

師⼤有7學科上榜，其中以教育學科名列第20

名、表現 佳。他強調，校友的傑出事蹟，

也是師⼤作育英才的 佳證明。這次舉辦

「亮點校友重聚」實為創舉，讓各界發光發

熱的校友重回⺟校，將他們的「亮點」秀給

學弟妹看，成為在校⽣能夠遵循的楷模。 

      陳學志院長⼀開⼝就⾃嘲，今天沒戴墨

鏡出⾨，都快被在場「亮點」校友閃亮到睜

不開眼。接著他說，教育學院⼒邀各界校友

返校交流，⼀來加強與校友聯繫，⼆來則希

望校友對院務發展提供寶貴建議與指導。陳

院長說，⽬前教育學院下各系所都設有「校友⼯作⼩組」聯結各系所校友，並推薦亮點校友，另學

院也培訓各系學⽣記者採訪亮點校友，報導其傑出表現，並將這些報導放在即將建立好的學院校友

網站上。另外，今年也將⾸創「全球校友諮詢委員會」，讓校友可對院務進⾏指導，希望透過校友

鞭策，讓教育學院越發茁壯。


百位亮點校友  深具社會影響⼒ 
       教育學院有多位校友深耕學術，是教育研究典範之領航者，有擔任本校及其他⼤學名譽教授，

例如教育部前部長、教育系吳清基名譽教授、楊深坑名譽教授、衛教系晏涵⽂、黃松元名譽教授、

1

發⾏⼈/吳昭容 出版/臺灣師範⼤學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指導老師/宋曜廷 編輯/李和青、葉錫樺、唐⽂慶

教育學院「亮點校友」重聚師⼤ 樹立學⼦⽣涯楷模

p.1 教育學院亮點校友 
p.4. 30重聚 
p.5 系上動向 
P.8 心輔活力



國立臺灣師範⼤學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2021年1⽉27⽇出版

⼼輔系⾦樹⼈名譽教授、政⼤圖資所胡歐蘭名譽教授、靜宜⼤學黃政傑名譽教授，以及在國外擔任

教職，如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學教育學院宗耀⺠院長、加拿⼤英屬哥倫比亞⼤學羅志森助理教授

等，有為國內外教育政策規劃或服務，整合教

學與研究，如公領系李琪明教授及本校教務長

教育系劉美慧教授，卓越表現帶領⼤家看到師

⼤⼈堅強的學術實⼒。


    教育學院也有多位校友擔任中央政府⾸長，

例如前內政部長及臺灣省教育廳廳長黃昆輝教

授、⾏政院衛⽣署前署長楊志良、中央健康保

險局前局長戴桂英等。並有多位校友擔任地⽅

教育局⾸長，例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曾燦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鄭新輝、宜蘭縣政府

教育處處長王泓翔。另也培育多位⼤學董事長及⼤學校長，包括國立臺北教育⼤學張新仁校長、國

立臺中教育⼤學王如哲校長、國立臺南⼤學黃宗顯校長、⼤華科技⼤學張德聰董事長、育達商業科

技⼤學王育⽂董事長、景⽂科技⼤學洪久賢校長等，校友深具社會影響⼒。 

       除此之外，教育耕耘類亮點校友更有許多杏壇碩秀，透過溫情與耐⼼陪伴孩⼦，翻轉孩⼦的命

運以及在教育現場致⼒於創新教育，並致⼒社會公益校友，包含：建國中學曾慶玲老師、積穗國中

龍芝寧老師、北市⼤陳明終教授、慈濟⼤學張景媛教授和基隆市正濱國中梁雅晴老師。 

       產業界部分，1985年畢業的⼼輔系校友鄭秀姿跨⾜醫療事業、⾦融企業以及公益基⾦會，擔任

員⼯超過6000⼈的中租控股公司⼈資長，她⿎勵學弟妹在職涯上不要設限。泉新⼯業公司董事長

涂鐵雄校友，開發製造⾃⾏⾞⾞鎖、寵物⽤品，供貨⾄全球各國，他給學弟妹的話很實⽤，「努⼒

⽤功，將來努⼒賺錢，明天就會更好。」 

       此外，還有財團法⼈三之三⽣命教育基⾦會執⾏長葛惠、歷奇國際有限公司創辦⼈暨執⾏長吳

兆⽥、綠洲教育集團董事暨聯合創辦⼈林穎異、食藝餐飲有限公司執⾏長鄭惠如、全聯善美的⽂化

藝術基⾦會執⾏長羅欣怡、愛瑞思品牌訂製⼿⼯婚紗創意總監陳汶羚、數感教育公司共同創辦⼈暨

執⾏長廖珮妤等，皆是在業界數⼀數⼆或市場極具競爭⼒的師⼤⼈，延伸在師⼤教育學院所學，將

跨域⾄產業界並表現傑出，是師⼤學弟妹放眼業界的優秀表率。 

    百位亮點校友中，老中青三代⿑聚，其中多元貢獻類亮點校友耿葳，2013年從教育系畢業，現

為臺北市議會議員，任內積極服務鄰⾥、推動寵物保險、扶植青創基地，以及升級長照系統。陳李

綢校友致⼒於服務⾝⼼障礙運動員近30年，郭麗安教授致⼒於推動性別平權。還有均⼀實驗中學的

黃景裕校長、汪履維副校長皆是深耕台東多年的教育推⼿及促進當地鄰⾥發展的舵⼿；⼈發系周麗

端主任除了教職以外更協助政府建置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提供社會及政府機構在政策擬定上更準

確的⽅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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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公益類亮點校友洪久賢，1979年⾃⼈類發

展與家庭學系畢業，現為景⽂科技⼤學校長。她是

臺灣第⼀位擔任亞太餐旅教育學會理事長，致⼒讓

臺灣餐旅教育與國際接軌的⼈。另外還有本校學輔

中⼼的諮商⼼理師朱芯儀老師，是第⼀位重度視障

諮商⼼理師，他突破先天障礙，⽤⽣命感動⽣命，

致⼒於學⽣輔導。社會公益類校友也包含國北⼼諮

系賴念華教授、救國團的主任張德聰教授，多年來

深耕青年服務、執⾏孔⼦⾏腳及緬甸偏鄉教學服務

多年的陳君健老師，和結合資訊科技為公共衛⽣及健康促進努⼒的羅勻佐管理師。


     頒獎典禮過後，陳院長更藉此難得的重聚機會，向校友們報告教育學院的院務現況及未來願

景，期望可以藉由校友們專業及所長，除了提供在校⽣⽣涯規劃的⽬標外，更能進⼀步指導及帶動

院務的發展。 

       另外，還有芳香療法結合衛⽣教育的活動，衛教系鄭雅⽂校友從事芳香療法多年，後⾄衛教系

就讀碩⼠，將芳香療法實務、衛⽣教育理論以及⾼齡者衛教做進⼀步結合，活動中帶領著各個校友

⼀同透過芳香療法紓壓，更提供防疫衛教，也讓校友直接體驗教育學院各領域實務結合研究的多元

⾯貌。 

       會後的餐敘則是溫馨重聚，各系更帶領校友返回⾄系上敘舊，所有與會者在其間除了互相交流

外，回憶過去、團圓現在、展望未來。（撰⽂：校園記者企管111張婕汝 / 編輯：黃樂賢 / 核稿：

胡世澤）


原⽂出處：https://alumni.ntnu.edu.tw/ActiveMessage/MessageView?
itemid=754&mid=8&GroupName=%E6%A0%A1%E5%9C%92%E5%8B%95%E6%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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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冠肺炎疫情⽽延期的”30重聚”活動，在期待及擔⼼活動

因疫情取消的⼼情下，終於於10/17順利進⾏，感謝主辦單位及本班

趙⼤哥的熱⼼規劃，我們79級的各系同學終於能參加此次與老同

學、他系老友及懷念的系上老師⾒⾯敘舊的活動。


       ⼀開始就有”校園巡禮”的活動，⼤家能在熟悉的校園中走走聊

聊，讓⼤家想起之前在校園發⽣的種種，回憶起當年的酸甜苦辣的

⼤學⽣活，我雖然因為有事無法參加這個活動，但是看到同學傳上

群組的照片，就後悔無法早⼀點到，真希望也能回教育⼤樓及系館看看。


       同學⾒⾯⼤家都很興奮，⼀下⼦七嘴八舌就聊了許多，我⼀到就被同學叫住，叫我趕快去跟⼤

家拍照，剛好是開場前的團拍時間，經過了30年，⼤家臉上雖然都有了歲⽉的痕跡，但也散發出智

慧的光彩，熟悉的感覺⼀下⼦就湧上⼼頭，時光似乎⼀下⼦就過去

了，但是往事歷歷在⽬。雖然

⼤夥兒都忘了以前升旗唱校歌

的往事，但是校歌的⾳樂⼀播

出，我們⾺上就記起校歌的旋

律，⼀起跟著唱，唱著唱著就

回想起當年想就讀師⼤及想當老

師的初衷，看著歌詞⼼中滿滿的感動。接著有⼀些熱情洋溢的

節⽬，趙⼤哥也上台表演，真是感謝他前前後後聯絡⼤家，辛苦地到師⼤開會，居然還要上台賣⼒

跳舞，參加活動及有事未能參加的同學都非常感謝他。


       之後⼀邊看表演節⽬⼀邊聚餐，看到系上曾經教過我們的洪有義教授及林清⼭教授，還有劉焜

輝教授，他們願意出席並且親切地跟⼤家聊聊天，覺得⾃⼰何其幸運能被這些在學術界堪稱巨擘的

老師教導，他們⼤多已經退休沒有繼續在系上任教，但是能再看到老師們，能再跟他們聊聊天，就

覺得來參加這的活動真是值得，⾃⼰真的是⼼滿意⾜了。跟同學⾒⾯聊⼀聊以前在學校的往事，提

到⼤家以前的聯誼及初戀，提到校慶的送⻄瓜活動，提到之前的青春歲⽉，真是豐收滿滿、感動滿

滿的⼀次活動。（撰⽂：⼼輔79級江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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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名單（訪談內容將分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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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校友

金樹人 64級學 學術研究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名譽教授

宗耀民 76級學 學術研究類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鄭秀姿 74級學 產業實務類
中租控股公司董事暨控股人資長 
利雄醫療科技公司（上海）董事長

林穎異 84級學 產業實務類
綠洲教育集團董事暨聯合創辦人 
Keyogen Trading電商CEO暨創辦人

張景媛
71級學 
74級碩 
79級博

教育耕耘類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明終
72級碩 
80級博

教育耕耘類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張德聰
71級碩 
82級博

社會公益類 大華科技大學董事長

賴念華
79級學 
80級碩 
86級博

社會公益類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系教授

陳李綢
69級學 
71級碩 
77級博

多元貢獻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兼任教授 
臺灣身心障礙暨行動不便者產業發展 
聯合總會會長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常務理事

郭麗安
67級學 
69級碩

多元貢獻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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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老師 


       ⾦樹⼈老師從⼤學、⼤五實習、研究所，⼤約七年在師⼤

的求學經驗中，認為對其影響 ⼤的是經驗到老師們的「師

道」與「師德」。「師道」為體，係為⼈師表之精神本體層

次；「師德」為⽤，係經師與⼈師可⾒可及的風範。教⼼系當

時⼤師級的黃堅厚老師與張春興老師學養俱佳，經常邀請外校

名師來系講課。系上的老師也都以校為家，除了教學以外，研

究室隨時都⼤⾨敞開。那時看到老師們陸續出國專業進修，帶

回來的都是新的知識。教⼼系館座落在圖書館校區近⾦華街的

⼀⾓落，師⽣關係⼗分密切，⼤四送舊⼤⼀迎新，幾乎全系老

師都會出席。在那樣的成長過程中，受到老師之⾝教與⾔教，

對學⽣的輔導與指導都影響深遠。例如⼤四⼤五實習的邱維城

老師，教給他們「愛是恆久忍耐」以及「輔導⼯作的三⼼⼆

意」，幾乎跟著他們⼀路走完教師⽣涯。

       研究所就讀於教育所，所上教授均為術德兼修的⼀時俊

彥，例如賈馥茗老師、郭為藩老師、林清江老師、簡茂發老師等，教學風格與治學理路與教⼼系的

老師⼜有不同，使得⾦老師打開了不同的問學視⾓，感受到深度鑽研的樂趣；同學們彼此之間也經

常互相⿎勵激盪，⾃組讀書會，⾃主發表論⽂。當時⾦老師便深受豐富的學術氛圍影響，決⼼往研

究的領域發展。

       ⾦老師研究所畢業、服完兵役後，便到師⼤學輔中⼼擔任助理研究員，開始從事學⽣輔導⼯

作，這個經驗也對老師的專業定向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老師在學輔中⼼⼯作期間，體驗到⼼理輔導

⼯作⼗分有意義，便決⼼往諮商⼼理學的學術⽅向發展。整體來說，師⼤學術氛圍的師友，似乎⼀

路默默指引著⾦老師的個⼈成長與專業定向，朝向「樹⼈」的天命邁進。（撰⽂：唐⽂慶）


郭麗安老師 

       郭麗安老師 懷念的除了⼼輔系的獨立系館之外， 感懷的是跟老師們的密切互動。當時的老

師都是對諮商輔導有重⼤貢獻，也常出現在教科書裡⾯的重量級⼈物。像是張春興老師、劉焜輝老

師等。 記得的老師就是劉焜輝老師。因為老師的嚴厲實在是印象深刻，每次上課都會認真且⽤⼼

的準備諮商技術。宗亮東老師，⾝為台灣輔導界的先驅，⾝上具有溫暖親和的助⼈特質。當年有許

多不同風格的老師，讓學⽣可以向不同取向的老師學習，是⺟系 難能可貴之處。 感恩的是指導

教授吳鐵雄老師給予的⽀持與⿎勵，是她作為老師是⼀個相當好的典範，吳老師上課相當認真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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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也⿎勵學⽣成為⾃⼰，即使專長不是諮商輔導領域，但卻對老師有相當重⼤的影響，可以說是

老師的⽣涯楷模。在寫碩博⼠論⽂時，感謝有許多老師的幫忙，像是林清⼭老師、何榮桂老師、林

世華老師等，相當幸運可以獲得許多貴⼈的幫忙與提攜。也很感謝吳武典老師，在競選彰化師範⼤

學副校長時幫忙寫推薦信。


       當年，老師們其實對性別議題不是那麼敏感，但老師們都⽀持她成為她⾃⼰，這對老師來講是

很⼤的動⼒，也⽀持著老師持續進修。前往美國修讀博⼠學位，在離開前拜訪劉焜輝老師時，老師

送予郭老師⼀枝鋼筆，對郭老師來說意義重⼤。因為教⼼系

的老師以同樣平等的態度對待學⽣，不因性別⽽有所偏頗，

讓老師後來在性別議題上，以及未來發展都可以⽤更開放寬

容的想法去思考。她始終記得張春興老師說過的⼀句話：

「女⼈的成就可以比男⼈更⾼。」她也勉勵我們不要妄⾃菲

薄，要相信⾃⼰的能⼒。郭老師也感慨當年老師們以全然平

等的眼光去看待所有學⽣，不因社會經濟地位或家庭背景⽽

有所差別，在當年真的相當不容易。


        ⼤的挑戰，是剛畢業擔任逢甲⼤學的輔導中⼼主任，

那時⼈⼒相當不⾜，⼀個⼈要處理全校上萬個學⽣的各級輔

導，也意識到⾃⼰的不⾜。在經歷過幾年⼯作的洗禮後，才

發現學⽣的問題背後都潛藏著系統性的問題，學⽣課業不努

⼒不⼀定是因為不⽤功，⽽是因為學校系統內或是家庭系統內出狀況，導致學⽣出問題。但當時卻

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系統內的問題，這也促成老師後來選擇到美國修讀家族治療，深入了解如何去解

決系統問題。這也影響了老師的後續⽣涯發展，甚⾄改變了她整個⼈。如果沒有出國念書，不會有

這麼⼤的勇氣與毅⼒去⾯對⼈⽣的挑戰。在美國留學的過程對老師後來的想法理念有很重⼤的改

變。當時的指導教授之⼀Dr. Adair是⼈本取向⼤師 Carl Rogers的學⽣，也對老師有重要影響。他

曾對老師說過⼀句話：「You can make the difference.」，對老師來說是極具⼒量的⼀句話。那時

就讀的名為公立⼤學的常春藤名校，學風相對開放⾃由。課堂上學習的就是對⼈的理解與批判，可

以看到不同觀點的想法，也訓練了老師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對社會議題的認識。


       老師也在台灣推動性別平權⼯作多年，很⾼興看到許多年後，⼤眾可以因為愛⽽勇敢去愛，不

⽤擔⼼⾃⼰的性取向或性別認同會受到他⼈⽤異樣眼光看待。過去，老師有許多個案是因為這樣所

以有⼼理疾病，但老師認為病理不應該放在個⼈⾝上，⽽是因為在社會⽂化脈絡的壓迫下，導致這

些⼼理疾病。在台灣奮⾾這麼多年，還好曾經⾒識過真正先進的想法，讓老師對⾃⼰的想法更有信

⼼。即使受到許多阻撓，但老師始終堅信⾃⼰的理念，也知道⾃⼰做的是對的事。即使遇到許多反

對的聲⾳，回⾸過往，還是認為不虛此⾏。（撰⽂：葉錫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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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800公尺第⼆名 
⼼輔113陳沐安同學 
       ⾸先我想感謝師⼤舉辦這個運動會，讓我可以有機會發揮我的專長，為系爭光。我也想感謝每

個在⾝邊⿎勵我的⼈，或許⼀句讚美對你們來說沒有什麼，但對我來說都是不⼩的能量。感謝我的

隊友陪我參加比賽，⽽且就算落後也沒有放棄。感謝我的對⼿，謝謝她比賽剛開始的時候跑在我前

⾯，讓我跟著，替我擋風。

       ⽽我 想感謝的兩個⼈，其中⼀個是我的爸爸。是他從⼩培養我運動的習慣，⽽且⼩時候會在

比賽前陪我練跑，甚⾄買了⼿錶給我，讓我學會如何訓練⾃⼰，能夠⾃⼰⼀個⼈練習。是他讓跑步

從⼀種習慣變成我的嗜好。另⼀個是我國中的⼀個隔壁班同學。我們國三那年⼀起參加八百公尺競

賽，她因為舊傷復發，帶我跑了前半段就退場休息了。她那時在場上⼀直跟我說：「維持速度！」

這場比賽，我也⼀直跟⾃⼰說這句話。我很⾼興沒有讓這些幫助過我的⼈失望，我也會繼續學習在

⾯對⽣活中的難題時，督促⾃⼰維持速度，不要放棄。

113級啦啦比賽
負責⼈ ⼼輔112徐鈺晏
       當初發下啦啦比賽參與意願調查表的時候，其實很期待學弟妹能夠參與這個進入系上後的第⼀

個活動，但同時卻也覺得很忐忑，不知道⾃⼰是否能做好總籌的⼯作，確保⼤家參賽的權益還有準

時報名。但是好險班上的同學都很樂意幫忙，也很常來關⼼學弟妹練習的狀況。雖然期中前，每天

在教五和體育館間奔跑的⽇常真的很讓⼈崩潰，但每到晚上看著⼤家認真練習的樣⼦，還有歷經千

辛萬苦⽣出來的道具，⼜覺得⼀切都好值得！雖然這⼀次的比賽沒有得名，但是相信在⼼輔系⼤家

的眼裡，你們⼀定是 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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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系郭盈蘭系友（學⼠班73級）榮獲國立臺灣師範⼤學第21屆傑出校友。盈蘭系友創辧周⼤觀⽂教基
⾦會，先後榮獲第三屆國家公益獎章、第五屆香港愛⼼獎章、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章、並榮獲哥倫比亞

國會~頒發2019年 ⾼褒揚勳章之肯定。

• 恭賀本系宋曜廷教授榮獲教育部109年「社會科學類科第64屆學術獎」。

• 恭賀本系⾦樹⼈名譽教授於2020年國際⽣涯發展年會暨華⼈⽣涯學術研討會(CAREER)中~榮獲美國⽣涯發
展學會⼤中華地區「⽣涯教育傑出貢獻獎」(NCDA Distinguished Career Educator Award in Great 
China.)！


• 恭賀本系出版之《教育⼼理學報》於109年8⽉-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109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三個獎
項：【期刊即時傳播獎】教育學⾨期刊第⼆名&【期刊長期傳播獎】教育學⾨期刊第⼆名&【期刊資源貢獻
獎】第八名。並榮獲TSSCI 核⼼期刊收錄~2016年⾄2018年出版之期刊收錄評比後榮評為第⼀級期刊。


• 恭賀本系陳學志、許禕芳、林旻沛、劉⼦鍵、程景琳、王⽟珍、簡郁芩、吳昭容、王麗斐等共9位教師榮獲
榮獲本校109年度「特殊優秀⼈才」獎勵，獎勵期程為⼀年（109.8.1⽇~110.7.31⽇⽌）。


• 恭賀本系擬於109學年度新聘黃柏僩專任副教授榮獲本校109年度「新聘特殊優秀⼈才」獎勵，獎勵期程為
三年（109.8.1⽇~112.7.31⽇⽌）。


• 恭賀本系王⽟珍、張雨霖⼆位教師獲得教育部109年度「⼤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 恭賀本系林旻沛及許禕芳⼆位副教授榮獲本校109年度教師教學獎勵「教學優良獎」。

• 恭賀本系王櫻芬副教授榮獲本校108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優良導師獎」。

• 恭賀本系宋曜廷、王麗斐、簡郁芩、程景琳、王櫻芬、張世華、林淑晏、廖育秀、蔡孟寧、劉家瑜、張存
真、張益慈等12位教師、研究⼈員及博⼠班研究⽣榮獲本校研發處109年度「學術論⽂暨專書獎助」。


• 恭賀本系系所友⾼中2020年第⼆次專⾨職業技術⼈員⾼等考試「諮商⼼理師」證照，榜單如下：張瑞元(碩
105級) 、翁宛婷(碩104級)、何思穎 (碩105級) 、賴柔勳(碩104級) 、曾素真 (碩94級)、蘇俊濠(碩105級)、
林冠瑋(碩105級)、呂念庭(碩105級)、盧映君(碩105級) 、黃昱慈(碩105級) 、張名妤 (碩105級)、陳泓均(碩
101級)、王煒萱(碩104級)、等 13名。


• 恭賀本系張益慈（博104級）及王孜甯（博104級）⼆位同學榮獲科技部【109年度獎勵⼈⽂與社會領域博
⼠候選⼈撰寫博⼠論⽂】補助。


• 恭賀本系楊⾥祥（碩⼠班105級）、陳安琪（學⼠班110級）⼆位同學榮獲本校教學展中⼼「108 學年度傑
出教學助理」獎。


• 恭賀本系陳妍捷（109級學⼠班）、周佳瑢（110級學⼠班）榮獲本校國際處補助，⼆位同學為109-2學期~
分別⾄芬蘭⼟庫⼤學、⽇本法政⼤學修讀學分，擔任校級姐妹校之交換⽣。


• 恭賀本系韓岳樺（111級學⼠班）榮獲2020年國立臺灣師範⼤學第⼗⼀屆阿勃勒歌唱⼤賽重唱季軍。

• 恭賀本系陳冠銘（112級學⼠班）榮獲2020年新北市立圖書館書架上的現代詩徵⽂比賽第⼆名。

• 恭賀本系陳沐安（113級學⼠班）榮獲國立臺灣師範⼤學第七⼗四屆校運會女⼦800公尺第⼆名。

• 本系莊⼦彧同學（110級學⼠班）於109年12⽉11⽇偶遇政⼤嚴震⽣教授休克事件，處理得當⽽化險為夷，
其處理⽣命攸關事件，勇於承擔且⾏事穩妥，具體事實與效益，本校獎勵⼩功⼀次，以茲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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