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區學務中心業務工作報告(103.1-103.12) 
壹、103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活動預定計畫 

一、全體學務長會議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人數 

103.3.14 
第 1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開展生命

價值，培育新時代領袖研討會』 
空軍軍官學校 約 70 人 

103.5.16 

第 2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建構優質

多元校園～促進健康活力，開展友善關懷校園研討

會』 

義守大學 約 90 人 

103.12.5 

第 3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培植跨域

優質人才～陶塑公民素養，培育新時代領袖研討

會』(暫定) 

國立成功大學 約 120 人 

二、標竿學習觀摩與參訪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人數 

103.5.16 第 1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參訪 義守大學 約 90 人 

103.10.30 

-103.11.3 
第 2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參訪 國立金門大學 約 60 人 

三、各項審查(調查)會議 

日期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03.1.16 

－103.3.06 

103 年「學務工作研討會」及

「課外工作研討會」課程調查
已於 103.3.10 彙整轉送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 

103.1.20 

教育部『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審查評

審會議 

一、審核通過國立台東大學等 10 所學校申請計畫。

二、經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審核通過，共核定補助 12

校計畫案，補助金額計 424,000 元。 

三、獲補助學校預定辦理規劃時程如後附表。 

103.5.8 
教育部(103)年度友善校園獎

聯席審查評審會議 

審核通過： 

一、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 103 年度友善校園獎－

優秀學務人員 

1.國立成功大學徐慧玲 

2.國立中山大學陳蘭怡 

3.國立中正大學林鳳嬌 

4.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王惠姍 

5.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張素靜 

6.台灣首府大學洪英超 

7.輔英科技大學李穎南 

8.美和科技大學陳惠美 

二、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 103 年度友善校園獎－

特殊貢獻人員：徐畢卿特聘教授(國立成功大

學，前學務中心召集人) 



三、與南區輔諮中心聯席會議共同審查薦送南區大專

校院「教育部 103 年度友善校園獎－學輔績優學

校」 

    1.國立成功大學 

    2.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由徐畢卿特聘教授獲選為 103 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

獎特殊貢獻人員、國立成功大學徐慧玲小姐獲選為傑

出學務人員(專科以上) 

103.5.8 

「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

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審查評選會議 

全數初審通過薦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等 26 校之「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 

103.7.7 

「103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

學校觀摩及表揚遴薦」審查評

選會議 

1.5/9 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 6/6 前提報遴選資料。 

2.經評審委員評選，一致評定通過薦送高雄醫學大
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及國立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四校函報教育部 103 年品德教育
特色學校，並推薦高雄醫學大學與國立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為參與成果展示學校。 

103.6.12 

-103.8.22 
協助調查「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主管人員名錄」。 

四、南區工作小組委員諮詢會議 

日期 討論議案 辦理地點 

103.1.20 
102 年度工作計畫之各項活動成果檢討與建議、103 年度南區學

務中心活動預定計畫表等。 
國立成功大學 

 

貳、辦理南區「國際兩公約與學務經營」工作坊 

--103.2.21 於國立成功大學辦理。 

參、函知南區各校 103 年度南區學生事務與輔導優秀學務人員，計 21 人獲

獎。 

肆、辦理 103 年度南區學生事務與輔導優秀新進學務人員評選，計 29 人獲

選，同時彙編優秀學務人員「夢想推手」特刊，於 12/5 出刊發送。 

 

伍、其他事項 
NO 辦理時間 內    容 

1 
103.1.16 

－103.3.6 
103 年「學務工作研討會」及「課外工作研討會」課程調查 

2 103.2.19 
轉寄台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辦理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的願景與

實踐」學術研討會徵稿辦法 

3 103.3.28 
【代轉發】103年大專校院菸害防制暨百大無菸校園補助計畫，歡迎全國大專

校院踴躍申請!!! 



4 103.4.23 【轉寄教育部學務特教司調查統計表】彙整「大陸學生在臺籌組社團統計表」

5 103.5.08 轉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的願景與實踐 學術研討會」訊息 

6 103.5.09 【代轉發】經濟部「青年創業專案」EDM 

7 
103.6.25 

－103.7.15 

103年度大專校院資深續任及卸任學生事務長（學務主任）及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主任）名單調查 

8 103.7.10 
【代轉發】敬傳青年署說明「強化『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及『青年創業專案』

校園宣導效益」乙案之相關附件 

9 
103.8.01 

－103.8.15 

即時掌握高雄氣爆災害南區各校人員受災情形，並配合協調高雄區學校分工

認養收容學校，協助輔導並提供必要資源 

10 103.9.19 敬請協助詢問區內兩三間學校關於「『學務工作公用信箱』機制建置」問題 

11 103.11.05 研擬 104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工作計畫 

12 103.11.20 

依據 103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30171540 號函與 100 年 10 月

27 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 1000181294C 號令發布之修正「教育部設置大專校院

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及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實施要點」辦理推選

104-106 年委員學校。 

13 103.11.21 函轉教育部『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提報申請 

14 103.11.25 
轉知教育部青年署函轉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公民參與』創新創業籌資

法制論壇」，敬請區內學校惠予公告週知 



103 年度南區大專校院申請補助辦理學生事務工作計畫一覽表 

序
號 

政策重點 計畫名稱 主辦學校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1 
社團經營與
服務學習 

服務反思˙社團增能~社
團經營與服務學習知能
研習會 

國立臺東大學 103.07.11 
全國大專校院課外活動業
務承辦同仁 

2 服務性社團交流分享會 
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103.11.01 
全國大專校院教職員生，
或對服務學習有興趣者 

3 

大專校院導
師制度 

大專校院導師制度專業
研習-提升大專校院學生
幸福感與正向心理 

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 

103.05.23 
南區大專校院導師及學務
人員 

11 
大專校院導師制度及輔
導機制實務研討會 

長榮大學 103.10.24 
南區大專校院導師業務承
辦人員、學務人員或主管 

4 人權教育 
「屬於我們的自由年代」
-校園人權教育研習會 

輔英科技大學 103.10.31 

南區大專校院推動人權教
育之學務工作人員、人權
教育業務承辦人或相關之
教職員生 

5 

法治教育 

南區大專校院「因應個資
法-學務工作者如何兼顧
法律與效率？」研習會 

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 

103.11.14 
南區大專校院學務人員、
老師、學生 

6 
「網路世代」新興犯罪防
治議題研究工作坊 

正修科技大學 103.05.02 
全 國 ( 南 區 ) 大 專 校 院 教
師、學務工作人員、學生 

7 品德教育 
「預約未來˙有品人生~
品德教育研習會」 

樹德科技大學 103.06.20 
南區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承
辦人員、學務人員及學生
代表 

8 

學務與輔導
創新 

「學務創新—從鏡頭看
見力量」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 103.3.24 
南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或學
務人員及師生代表 

12 
「學務創新-多樣學生、
多元輔導、多角發展」研
討會 

義守大學 103.08.15 
大專校院學務長、學生事
務與輔導主管 

9 

學生申訴 

「學生權益與申訴」研討
會 

遠東科技大學 103.05.20 
教務、學務人員、輔導老
師、學生申訴委員及有興
趣之師生 

10 
特殊教育學生權利行使
及申訴制度研討會 

崑山科技大學 103.10.17 
南區大專校院學務長、學
務及教務人員、全校性學
生自治組織負責人 

※備註：1.標註色塊處預定下半年辦理；2.以各主辦學校發送函文內容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