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110 年度 1-12 月工作報告 

南 區 

工 作 報 告 

一、全體學務長會議  

二、標竿學習觀摩與參訪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人數 

11.26(五) 
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營造安全
大學校園研討會 』  國立成功大學 160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4.16 (五) 
第 1 次中南區大專校院學務參訪—「心手
相連、守護校園安全之友善關懷大專校
園」研討會 

長榮大學  

10.29(五) 
第 2 次學務工作參訪交流—「學務練功坊
～學務知能提升與交流研討會 」研討會  

卡多利亞 

良食故事館 

人數 

160 

  55 

四、各項審查會議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09.11.18

-110.2.05 

教育部『110 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工作計畫審查
評審會議』 
( 1/20 召開) 

一、討論 110 年度南區學務中心活動預定計畫表等。  

二、審核通過樹德科技大學等 12 所 (含 2 案備取)學校申
請計畫，函報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複審核定。  

三、通過 110 年度南區學務中心顧問名單。 

四、110.3.16 教育部通過核定樹德科技大學等 10 校申
請計畫(2 案備取不予補助)，金額計 39 萬 4,000 元 

三、南區工作小組委員諮詢會議    

辦理日期 討論議案 辦理學校 

11/26(五) 

1.研訂與審議學務中心年度工作計畫與執行成果，並提供
意見參考。 

2.南區學務中心顧問聘任與討論。 
3.111 年度年度工作計畫推動與建議。 
4.有效達成提升學務工作之服務品質。 
5.適時協助教育部相關學務工作之政策宣導。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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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項審查會議  (續)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10.3.02- 

110.7.30 

教育部『110 年度
友善校園獎聯席初
審評選小組會議』 
( 6/23 召開線上視
訊會議) 

一、3/5 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 4/30 前提報申請計畫
書資料。 

二、6/23 與南區輔諮中心共同召開 110 年度友善校園
獎聯席初審評選小組線上視訊會議通過薦送 ： 

 

 

 

 

 

 

 

 

 

 

 

 

 

 

 

 

 

 

三、教育部 110.9.3 函副知大專校院組表揚：  

(一)卓越學校：銘傳大學 
(二)傑出學輔主管：國立臺灣大學廖士程                               
(三)傑出導師：國立成功大學洪菁霞 
                           國立臺灣大學王皇玉 
(四)傑出學務人員：國立中央大學曾詠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李立旻 
                                   長庚大學魏真真 
                                   建國科技大學林株啓 
(五)傑出輔導人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素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費婕婷 
(六)特殊貢獻人員：國立臺灣大學沈瓊桃 

(一) 

傑出學務
人員  

1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施慧君 
2 國立高雄大學 黃惠娟 
3 嘉南藥理大學 葉靜惠 
4 樹德科技大學 黃秋玲 
5 國立中山大學 翁巧芳 
6 國立臺南大學 劉碧鈴 

(二) 

傑出輔導
人員  

1 嘉南藥理大學 呂敏如 
2 國立高雄大學 林思伶 
3 輔英科技大學 林正寰 
4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吳毅宸 

(三) 

傑出導師  

1 國立成功大學 洪菁霞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吳明隆 
3 文藻外語大學 蘇彥衍 
4 輔英科技大學 唐善美 

(四) 

傑出學輔
主管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邱淑卿 
2 樹德科技大學 傅雅娸 
3 嘉南藥理大學 戴金梅 
4 國立臺東大學 高泉元 

(五) 

特殊貢獻
人員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邱淑卿 
2 國立成功大學 林志勝 
3 國立中正大學 鄭瑞隆 

(六) 

卓越學校 
1 輔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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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區 

工 作 報 告 

五、各項調查彙辦事項   

辦理時間 調查資料名稱  

1.15 【南區學務中心轉發】敬邀參加長榮大學推動國際安全學校認證儀式 

2.22 【南區學務中心】近期(上半年)重要事項提醒 

2.24-4.30 彙整回傳南區大專校院學務工作特色亮點 

3.26-3.29 
【急件--南區學務中心】謹轉寄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急需彙整各校學生住宿
相關資料，請協助於下週一(3/29)中午 12:00 前上網填報，謝謝 

6.9-8.20 協助調查 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主管人員名錄」 

7.2-7.30 
【南區學務中心--優秀新進學務人員】請於 7/30(五)前函送 110 年度優秀新
進學務人員 

7.16-8.13 
【南區學務中心】敬請於 8/10 前免備文填覆回傳 110 年學務長、課指組長
及生輔組長續卸任感謝牌 

9.8 
【南區學務中心】歡迎南區生輔組與課外活動組主管加入南區主管 LINE 群
組，以及更新南區 110 學年度學輔主管通訊錄 

9.17 【南區學務中心】近期重要事項提醒 & 中秋佳節闔家安康喜樂 

10.7 
【南區學務中心】10/29 南區學務參訪與交流，請先上網報名[10/20 中午
12:00 前]，並請預留 11/26@成大之全體學務長會議時間 

10.14 
有關「111 年度四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計畫工作項目及學
務相關議題」會議 

10.21 【南區學務中心】歡迎各校提出學務工作相關之「議題交流」討論提案 

10.22 
【南區學務中心--代教育部學特司轉知】請協助分別轉知學校依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來函辦理填復表件事宜，謝謝 

3.18-7.19 

教育部『110 年品
德教育特色學校初
審評選會議』 
(7/9 召開線上視訊
會議) 

一、3/26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5/17前提報薦送資料表
等資料。 

二、依初審評審小組委員評分核計後，一致評定通過函
報薦送南華大學與高雄醫學大學兩校參選教育部11
0年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三、軍警校院部分，本年度無提報薦送。 

四、教育部110.11.17函副知大專校院組表揚：龍華科
技大學、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朝陽科技大學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四、各項審查會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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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學校名稱 接任年月 

1 侯志正學生事務長 國立臺南大學 110.8 

2 莊淑姿學生事務長 國立高雄大學 110.8 

3 張弘志學生事務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0.9 

4 許哲強學生事務長 長榮大學 110.8 

5 汪宜霈學生事務長 高雄醫學大學 110.8 

6 劉修祥學生事務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0.8 

7 王素真學生事務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0.8 

8 蕭華岑學生事務主任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0.8 

9 陳清河學生事務主任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0.8 

10 李冠霈學生事務長 台灣首府大學 110.11 

南區大專校院新任學務長 (110.08 起) 

http://osa.ncku.edu.tw/files/11-1013-10803.php    (100 改版) 

https://www.facebook.com/southedu    (100.10.18 開團) 

Line 群組：南區學務中心 (103 開立)  

五、各項調查彙辦事項 (續)   

辦理時間(續) 調查資料名稱 (續) 

11.05-11.24 編擬111年度南區學務中心工作計畫 
11.18- 
111.2.11 111年度四區大專學生事務相關議題補助案  

11.26 
【南區學務中心代轉知】<尚有名額祈請報名>「110 年度大專校院暨高
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