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全體學務長會議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人數 

03.15- 

03.16  

第 1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 
打造「智慧、健康、永續、綠色」大學研
討會 

國立臺東大學 約 80 人 

11.30 
第 2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 
『學務創新、友善校園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  約 140 人 

二、標竿學習觀摩與參訪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05.16  
第 1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參訪 
健全校園法治、性平及生命教育研討會  

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  

10.05 
第2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參訪 
「安全生活、共創學習的全人教育研討
會」   

高雄醫學大學 

 

約 70 人 

約 80 人 

107 年度(1-12 月)工作報告 

三、各項審查會議  (1/3)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06.11.9-

107.02.2  

教育部『107 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工作計畫審查
評審會議』 

( 1/18 召開) 

一、討論 107 年度南區學務中心活動預定計畫表等。  
二、審核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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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7 核定通過 13 校計畫案，補助金額 578,500

元。  

南 區 

學 務 中 心 



三、各項審查會議 (2/3)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03.01-

05.15  

教育部『107 年
度友善校園獎聯
席審查評審會
議』 
(5/4 召開) 

一、3/5 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 4/16 前提報申請計畫書資料。 

二、審核通過薦送： 
(一)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107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 學務人員

(依得分高低順序排列)  
    1.正修科技大學                    張明安 
    2.南華大學                            林奇憲 
    3.南榮科技大學                    李少蕙 
    4.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尤昭信 
    5.遠東科技大學                    王美淑 
    6.文藻外語大學                    李兆瑞 
    7.國立高雄大學                    趙芹慧 
    8.國立成功大學                    羅詩婷 
(二)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107年度友善校園獎－學務特殊貢獻

人員：尤惠貞學務長(南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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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 
    1.遠東科技大學     王振興 
    2.高雄醫學大學     楊曉芳 
    3.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徐玉梅 
    4.美和科技大學     鍾盼兮 
    5.高雄醫學大學     黃博瑞 
    6.國立成功大學              馮瑞鶯 
    7.正修科技大學        何秉燦 
    8.樹德科技大學              黃慶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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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友善校園獎－學輔績優學校」 
    1.國立成功大學 
    2.高雄醫學大學 

三、教育部107.8.16函副知大專校院組表揚： 
(1)卓越學校：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2)傑出導師：朝陽科技大學黃淑琴教師、遠東科技大學王振興教師 
(3)傑出學務人員：朝陽科技大學學生阿發展中心紀靜蓉副主任、 
                                 靜宜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劉玲娟組員 
(4)傑出輔導人員：長庚大學黃依婷專任輔導人員 
(5)特殊貢獻人員：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系尤惠貞副教授(南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吳松林副教授(南區) 

南 區 

學 務 中 心 



四、各項資料調查   

三、各項審查會議 (3/3)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03.29-

06.15  

教育部『107 學年
度教育部補助大專
校院辦理品德教育
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審查評審會議』 
(5/30 召開)  

1.4/10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5/11前提報申請計畫書資料。 
2.初審通過薦送國立中正大學等計24校之「107學年度教育部

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依計畫書序位、
微電影序位及兩者平均之3類序位薦送。  

3.建議事項：因微電影與計畫書之屬性、評比標準不同，難以
統整比較。建請來年教育部學務及特殊教育司應採分組評比(
依是否拍攝微電影分組)，同時，仍請提供各區可薦送計畫件
數或各區可獲配之經費金額上限，將更能有效進行審查、並
兼顧考量各區通過計畫之平衡，以鼓勵大專校院全面性推動
與落實品德教育。  

4.教育部107.9.4計核定：17校計畫經費補助  3,478,627元(13 
   校拍攝微電影)，6校不予補助。【2校不予薦送】  

03.16-

06.22  

教育部『107年教
育部品德教育特色
學校觀摩及表揚遴
薦評審會議』 
(5/30召開) 

1.3/22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5/15前提報申請計畫書資料。 
2.依評審委員評分核計後，一致評定通過函報薦送國立成功大

學與文藻外語大學兩校參選教育部107年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並推薦國立成功大學為參與成果展示學校。 

3.軍警校院部分，因本年度轄內4所軍校均無提報，故無薦送。 
4.建議事項：建請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於複審通過表揚名額時

，請審酌參照各辦理機關/單位薦送之特色學校名額比例，大
專校院部分應至少通過3所以上，以鼓勵大專校院全面性推動
與落實品德教育，並形塑優質之校園品德文化。 

5.教育部107.9.19函副知表揚107年度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大專校院組(4校)：  
東吳大學(北一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區)、國立成功大學(
南區—分享與書面展示)、文藻外語大學(南區—書面展示) 。 

辦理時間 調查資料名稱  

03.20- 
09.28 

彙整 107 年度區內「大專校院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自我評估結果(含自
我改進措施)」 

05.08- 
05.18 

彙整南區大專校院學務工作特色亮點 

南 區 

學 務 中 心 

四、各項調查彙辦事項(1/2)  



4 

 

五、南區工作小組委員諮詢會議    

辦理日期 討論議案 辦理學校 

11.30 

1.107年度工作計畫執辦之各項活動成果報告與建議，  
2.南區學務中心顧問名單。  
3.南區108年度全體學務長會議、標竿學習觀摩參訪、108學年
度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遴選說明活動，以及輪由南區接
辦下半年之跨區委員聯席會議、10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務工作
研討會之辦理。   

國立成功大學 

http://osa.ncku.edu.tw/p/412-1026-1080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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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南區學務中心資訊平台    

南 區 

學 務 中 心 

四、各項調查彙辦事項(2/2)  

辦理時間 調查資料名稱  

  05.15 施計 畫  

  05.22- 
  07.19 南區大專校院優秀新進學務人員 

  06.20- 
  06.27 

轉知教育部研定「大專校院處理學生辦理活動發生疑似涉及校園性別事件注意事
項」草案 提供修正建議 

  06.25  
  09.14 【南區學務中心】近期重要事項提醒通知 

  07.18- 
  07.27  彙整107年度續/卸任學生事務長（主任）及課外活動組組長名單調查 

  06.25- 
  08.24  協助調查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主管人員名錄」 

  10.23 轉寄教育部編印「品德教育漫畫閱讀文本－『品德，I CAN DO IT！』」  
  11.07-   
  11.21 編擬108年度南區學務中心年度工作計畫(含經費表) 

  11.09-   
  12.28 108年度四區大專學生事務相關議題補助案  

  10.19  
  11.30 【好時光—2019 南區之美桌曆】強力徵求--南區之美各校校景美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