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年度

108

優秀績效
 學士班劉欣宜同學、張雯婷同學錄取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碩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官坊諭同學、黃胤凱同學考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
工作師」
 碩士班胡思涵同學榮獲宜蘭縣社工專業人員服務績優獎
 學士班沈幼雯同學、阮予忻同學榮獲宜蘭縣社工專業人員最佳新人獎
 學士班黃梓恩同學榮獲第五屆金蜂獎人氣獎第一名
 系學會參加佛光大學社團評鑑榮獲推廣三好校園績優社團獎
 獲得系際盃拔河比賽男子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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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王喜樂同學錄取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學士班陳郁承同學錄取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碩士班資訊系統與管理組
碩士班卓美芳同學榮獲全國社工專業人員績優社工獎
碩士班卓美芳同學榮獲宜蘭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服務績優獎
系學會參加佛光大學社團評鑑榮獲自治性組織組第一名
獲得系際盃拔河比賽女子組第二名
獲得新生盃排球比賽亞軍
獲得新生盃啦啦舞比賽亞軍

 碩士班徐皓茹同學、學士班陳沛亘同學考取 11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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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陳乃瑜同學、洪翊珊同學考取 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社會工作師」
 學士班魏育騰同學獲科技部 111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自由的外送員？
—科技與評價系統促成的新型勞動控制）
 學士班簡詠恩同學獲科技部 111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民間藥癮戒治
社工服務經驗之研究）
 獲得佛光大學第三屆初聲—校歌、三好歌比賽人氣獎
 獲得新生盃籃球比賽女生組第二名
 獲得系際盃排球比賽女子組第三名
 獲得系際盃排球比賽第三名
 獲得系際盃籃球比賽女子組亞軍

心理學系
學年度
108

優秀績效
 獲得本校籃球友誼賽第二名
 獲得本校校歌比賽第一名

 舉辦心理學系教師節活動《心師。動眾》
 舉辦心理學系抽直屬活動《心心向榮》











舉辦心理學系家族運動會《心有所屬》
舉辦心理學系學長姐演講《踏入心世界》
舉辦心理學系淨灘活動《淨心盡力》
參加 2019 礁溪蘭陽溫泉季踩街活動
舉辦心理學系期末聚餐《心奇咕怪》
舉辦 2020 蘭陽心理營-解心鎖Ⅱ
舉辦全校性母親節活動《觸動心弦》
舉辦心理學系學長姐演講《築夢踏實之旅》
舉辦心理學系淨灘活動《心靜自然娘》
舉辦全校性心理週活動《心靈世界》













舉辦心理學系期末聚餐《尋心之旅》
舉辦全校性通識涵養講座《揭開心旅途》
大四學生康巧穎錄取淡江大學 109 學年度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大四學生張之倢錄取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彭兆謙錄取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李婧維錄取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陳俐璇錄取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林宜萱錄取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洪曼茜錄取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嚴寶錡錄取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吳芳諭錄取國立政治大學 109 學年度神經科學研究所

 大四學生吳芳諭錄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09 學年度生命科學系碩士班生
理組
大四學生吳彭劼錄取玄奘大學 109 學年度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
學組
 大四學生胡又文錄取玄奘大學 109 學年度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
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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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心理學系學長姐演講《掌握心趨勢》
舉辦心理學系系服徵選《心動新衣》
舉辦心理學系家族運動會《家族齊心》
舉辦心理學系臨床組授袍暨畢業典禮









舉辦心理學系抽直屬活動《心有靈犀》
舉辦心理學系期末聚餐《怦然心動》
舉辦心理學系聖誕之夜
舉辦心理學系淨山活動《淨心山林》
舉辦心理學系正念引導之放鬆團體活動《好好睡覺》
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出道十年的心理師可以做什麼?》
舉辦心理學系專題演講《矯正機關心理工作經驗分享》

 王棨右同學刊登至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從五專轉考插大，我想接住
和我一樣曾經墜落的人們》






張永霖同學獲 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執行大專生研究計畫
系學會榮獲社團評鑑自治性組織組第六名
獲得校慶活動全校啦啦隊比賽第一名
獲得系際盃拔河比賽女子組第四名
尤奕竣同學獲 110 年度科技部補助執行大專生研究計畫（創傷壓力影響
安非他命誘導行為敏感化及味覺嫌惡制約效果之腦機制研究：腦內麩胺酸
系統檢驗）
 大四學生蕭富聲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王棨右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翁禎蔚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梁禾蓁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廖炳耀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吳書萱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陳奕心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張永霖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馬琬珺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張方誌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梁禾蓁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王崇美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鍾潁錚錄取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盧裕壬錄取國立中央大學 110 學年度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大四學生吳書萱錄取亞洲大學 110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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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心理學系期初大會《心的希望》
舉辦心理學系抽直屬活動《莫忘初心》
舉辦心理學系家族運動會《心臟蹦蹦跳》
舉辦全校性電影院活動《心電感映》
舉辦心理學系教師節活動
舉辦心理學系聖誕之夜
舉辦心理學系系週活動
舉辦心理學系淨山活動《山心同淨》
舉辦心理學系社會公益國小服務《童心協力-訓練團隊領導能力》









舉辦心理學系期末聚餐
舉辦心理學系期末大會《航向心希望》
舉辦心理學系期初大會《展開心生活》
舉辦心理學系家族運動會《齊心協力》
舉辦心理學系系服徵選《新年穿心衣》
舉辦心理學系《大自然的心聲》
碩二學生彭兆謙錄取國立屏東大學 111 學年度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

班諮商與輔導組
 碩一學生張永霖錄取國立臺南大學 111 學年度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陳毓臻錄取國防醫學院 111 學年度醫學科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組博士班
大四學生劉霈綺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劉羽芹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尤奕竣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李彊 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黃唯嘉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劉羽芹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張文馨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舉辦心理學系學習活動周《尋心之旅》
舉辦心理學系體驗營《心之所向》











舉辦心理學系期末大會
大四學生吳芯瑜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呂佳樺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吳承恩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顏晉濠錄取佛光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一般心理學組
大四學生張文馨錄取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碩一學生張永霖錄取高雄醫學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學系諮商心理學組
碩一學生張永霖錄取中國文化大學 111 學年度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一學生張永霖錄取國立嘉義大學 111 學年度輔導與諮商學系諮商心理
組
 碩一學生張永霖錄取國立臺南大學 111 學年度諮商與輔導學系






大三學生王鎧毅榮獲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教學英文科課輔教師證書
舉辦心理學系系週活動《心理週-實驗心聞館》
舉辦心理學畢業暨授袍典禮
舉辦心理學系心理營
舉辦 111 萬興國小暑期數學營

公共事務學系
學年度

優秀績效
 大四學生沈泓羽考取國立台北大學民俗與文化資產學系碩士班
 大四學生黃士哲考取國立台北大學民俗與文化資產學系碩士班

108









大四學生張凱智考取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尹捷考取國立中正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大四學生林蔓楨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許瑋庭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李煜賢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楊適瑄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熊莉凌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莊昊翰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林可蘋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二李盈蓁獲 2019 張金鑑先生行政學術獎學金
 柳云涵、張世雅、梁瑜玲、黃靖雯、楊婉琳 108 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
賽公開一級女生組第 3 名
 謝昌逸獲 2020 年台塑企業雲林麥寮「六輕盃」全國圍棋公開賽五段組冠
軍
 謝昌逸獲 2020 年台塑企業雲林麥寮「六輕盃」全國圍棋公開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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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學生許瑞蓮錄取一般行政初等考試
大三學生許瑞蓮錄取一般行政地方特考第一名
大四學生丁凱威考取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班
大四學生丁凱威考取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大四學生李柏逸考取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大四學生饒佳汶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林薏庭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陳若潁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韋冠崙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羅煜凱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張薾文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林岑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二黃煜婷獲 2020 張金鑑先生行政學術獎學金
學士班黃靖雯、柳云涵、林岑、楊婉琳、梁瑜玲 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
球聯賽公開女生組一級第三名

 學士班陳丁綺、張羅雅齡 110 年 9 月參加花蓮菁英盃暨王母盃全國籃球
錦標賽獲得第三名
 大四學生林賴君考取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
 大四學生林賴君考取 111 學年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區域發展學系社
會發展組碩士班
 大四學生楊子霈獲 2021 張金鑑先生行政學術獎學金
 大一學生獲 110 學年度新生盃拔河比賽男子組第二名、女子組第四名
 大一學生獲 110 學年度新生盃-女子組籃球第三名
 本系學生獲 110 學年度海雲盃三對三鬥牛籃球第二名
 110 學年度新生盃排球比賽第三名








110 學年度籃球系際盃女子組殿軍
大四學生高以芹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宋清昀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楊芊妤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謝昌逸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大四學生劉哲宇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張祐晨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大四學生徐郁翔考取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