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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學務中心業務工作報告(101.1-101.12) 
壹、101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近期活動成果

摘要如下： 

一、全體學務長會議 

辦理時間 會議名稱 辦理地點 人數 

101.4.20 

第 1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健康

大學～開展安全關懷、優質成長的大學校園研

討會』 

國立中正大學 90 

101.8.30 

-101.8.31 

第 2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友善

校園～感受生活、關懷生命與多元校園文化研

討會』 

國立台東大學 77 

101.12.4 
第 3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幸福

工程～宏觀視野與全人發展研討會』(暫定) 
國立成功大學 148 

二、標竿學習觀摩與參訪 

辦理時間 會議名稱 辦理地點 人數 

101.6.24 

-101.6.27 
第 1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參訪 

－「提昇學務工作專業發展與效能研討會」 

國立金門大學、

廈門大學漳州校

區、漳州職業技

術學院 

50 

101.10.25 
第 2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參訪 

－「建構性別平等與友善校園關懷研討會」 
正修科技大學 97 

三、各項審查評審會議 

日期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01.2.14 

教育部『101 年度補助大

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

畫』審查評審會議 

一、 審核通過國立成功大學等 10 所學校申請計畫。 

二、 同時本區成員學校居四區之冠，且成員學校皆積

極、踴躍提報申請，同時特予依序薦送吳鳳科技

大學、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與國立屏東教育大

學三校申請計畫案。 

三、 經教育部訓委會審核通過，共核定補助 13 校計畫

案，補助金額計 500,000 元。 

四、 獲補助學校預定辦理規劃時程如次頁附表。 

101.5.11 
教育部(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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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度友善校園獎－

優秀學務人員 

1. 國立成功大學郭昊侖 

2. 義守大學黃秋生 

3.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張麗娟 

4. 正修科技大學謝孟志 

5.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謝嵐儀 

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曾綉孋 

7. 國立中正大學林韋孜 



8. 高雄醫學大學林季瑤 

二、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 100 年度友善校園獎－

特殊貢獻人員(依送件順序排列) 

1. 高雄醫學大學楊美賞學務長 

2. 國立成功大學李劍如副學務長兼生涯發展與就

業輔導組組長 

3. 國立中山大學諮商與職涯發展組林玉華組長 

三、南區大專校院薦送「教育部 100 年度友善校園獎

－學輔績優學校」 

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 高雄醫學大學 

101.6.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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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南)區學務中心依序通過薦送南台科技大學、國立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大學、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及樹德科技大學 9 所學校為 101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辦理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同時國立金門大學(備取 1)與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備

取 2)兩校為 101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辦理品德教育推廣

與深耕學校計畫之備取學校。 

101.8.2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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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評審委員評選分數高低，一致評定通過薦送正修科

技大學、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立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及國立中山大學四校函報教育部 101 年品德教育

特色學校。並一致通過正修科技大學與國立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為參與成果展示學校。 

四、南區工作小組委員諮詢會議 

日期 討論議案 辦理地點 

101.2.14 
100 年度工作計畫之各項活動成果檢討與建議、101 年度南區

學務中心活動預定計畫表等。 
國立成功大學 

五、南區學務中心網頁與 Facebook 粉絲團 

(一)南區學務中心網頁改版 

網址 http://stud.adm.ncku.edu.tw/saf/south/，或從成大學生事務處網頁左方之「主選單」項下

之「南區學務中心」點選進入。 

(二)南區學務中心 Facebook 粉絲團 

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southedu?sk=wall 

 

貳、南區大專校院教育部『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預

定辦理時程(彙整表詳附表，已全數辦理完成) 

 

參、南區大專校院策略聯盟共同推動「健康寢室(樓層、宿舍)」 
一、於 7 月底前彙整南區各校實施現況，並號召加入共同推動。 



 二、於 8/30-8/31 第 2 次全體學務長會議(假台東大學舉辦)中報告， 並發佈新聞稿，宣達(誓師)

南區各校共同推動。 

 

肆、辦理 100 年度南區學生事務與輔導優秀新進學務人員評選，計 39

人獲選，同時彙編優秀學務人員「擁抱青春的生命」特刊，於 12/4

出刊發送。 

 

伍、教育部交辦事項 
項次 辦理時間 內    容 

1 
101.2.6 

－101.3.2 

協助辦理「全國大專校院學務工作研討會」及「全國大專校院課外

活動指導工作研討會」活動建議調查表 

2 
101.5.24 

－101.6.5 
調查「102 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建議」 

3 
101.6.7 

－101.6.22 
檢視「101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參與教育部活動」一覽表 

4 
101.7.17 

－101.7.19 
針對「大專校院強化導師制度運作功能實施原則」提供修改建議 

5 
101.7.5 

－101.7.3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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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1.6.26 

－101.8.17 
101 學年度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主管人員名錄調查表 

7 101.10.25 

依據 101 年 10 月 25 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 101020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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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補選 102-103 年委員學校。 

8 101.10.25 研擬 102 年度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工作計畫 

 
柒、代(函)轉教育部交辦轉知事項 

項次 辦理時間 內    容 

1 101.5.10 
「第 4 屆學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小組委員」延長任期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 

2 101.5.24 
轉知「第 4 屆學生自治及公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小組委員通訊資料

乙份」 

3 101.9.04 敬傳 101 年全國大專校院課外活動工作研討會活動分享簡報 

4 101.9.07 
【請轉知】敬傳 101 年課外活動組宣導「社團指導老師」聘用送審

事宜 

 



教育部『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南區大專校院辦理時程 
NO 政策重點 計畫名稱 主辦學校 活動日期 參加對象 

1 

學務人員與社團或自治

團體之指導教師服務學

習研習活動 

慈惠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5/11(五)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人員、課外

活動學務人員或自治團體之

指導老師 

2 
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之

傳承與分享研習會 
吳鳳科技大學 5/16(三)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長、學務輔

導創新工作人員 

3 

社團經營 

與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新世代，社

團經營 e 起來」研討會
遠東科技大學 10/3(三) 

南區大專院校教師、學生事務

輔導人員、服務學習輔導人

員、社團輔導相關人員、學生

社團幹部、青年志工 

4 
學生自治與公

民實踐教育 

學生自治幹部服務知能

與素養研習營 
國立台南大學 9/26(三)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人員、教師

及學生自治幹部 

5 
「建立學生正確之人權

法治涵養」研習會 
南台科技大學 5/21(三) 南區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

6 

人權教育 「 人 權 教 育 － 有 志 一

同、談性別人權」研討

會 

國立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 
11/16(五)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人員、教師

及學生或對此議題有興趣者

7 

「N 世代撞擊」－網路

時代新興犯罪與法律議

題工作坊 

正修科技大學 5/11(五) 
南區大專院校老師、學務人員

及學生 

8 

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你我他」研

討會 
國立中山大學 10/17(三)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人員、學

生、智財權業務相關同仁 

9 
「攏來牽罟，情繫品德」

學習成長營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5/5(六) 

南區大專院校相關學務同

仁、教師、學生、家長及社區

人士 

10 
「幸福有品，大放光明」

品德教育成長營 

崇仁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5/18(五) 

-5/20(日) 

南區大專院校學生及有意推

展品德教育之教職人員及社

會人士 

11 

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建國百

年、人品百分百」研習

會 

高苑科技大學 10/5(五)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工作人員

(學務長、生輔組長等)、品德

教 務 承 辦 人 或 業 務 相 關 教

師、行政人員及學生代表 

12 
學務與輔導創

新 

「學務與輔導創新－學

生領導力發展」研討會
國立成功大學 10/29(一)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長、學務人

員、教師、學生 

13 學生申訴 

「684 號解釋－大學自

治與學生事務」宣導研

習會 

長榮大學 7/9(一) 
南區大專院校學務人員、學

生、教務人員 

※備註：以各主辦學校發送函文內容為準。

 



戒除網癮   健康生活 

南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會議全力推動健康寢室 

 

 
推動學生健康自律自主的生活，戒除網路成癮，今年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宣誓推動

「健康寢室」策略聯盟，立下宿舍規範，各校也分享各自推動的經驗，希望學生從平日校園

宿舍，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建立健康快樂的人生。 

 

101 年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友善校園~感受生活、關懷生命與多元校園文化研討

會」，8 月 30、31 日兩天在台東大學召開，南區 59 所大專院校中，共有 43 所大學學務處派

員參加，其中有 33 校學務長親自與會，大家分享彼此經驗，營造友善溫馨的校園，從感受生

活、關懷生命等議題切入探討大學校園關懷與照護弱勢、性別平等概念與內涵，提供各校研

擬規劃推動學務工作之依據參考，以培育學生人文與社會關懷，並落實校園師生尊重與接納

多元文化，提升學務工作推動成效與品質。 

 

教育部南區學務中心召集人暨成大學務長林啟禎表示，今年 4 月 20 日在中正大學召開南區

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健康大學─開展安全關懷，優質成長的大學校園研討會」中，

「健康寢室(樓層、宿舍)」議題引發熱烈討論與重視，因而延伸出今天會議所推動的「健康寢

室」策略聯盟。 

 

與會的南區大專校院學務長們一致認為，推動「健康寢室」是維護(早睡)學生人權，非剝奪(晚
睡)學生人權；透過學生的自治自律，讓學生們養成健康良好的生活習慣，並讓生活與學習更

有效率。同時在大學校園中蔚為風氣，形成文化，而南區大專校院在「友善、健康、幸福」

的共同核心價值之下，循序漸進逐步推動，發展出屬於各自學校的特色與文化。  

 

成功大學從 97 學年度就已經開始試辦推動健康寢室，要求學生能自主自律生活，特別在宿

舍區設置「寧靜樓層」，在淩晨 12 點關大燈，並且希望學生 1 點關閉網路，能輕聲細語過生

活，從第一年設置 12%，逐年提高 30%，今年 101 學年度設置率己經達到 51%，並且將會繼

續高比例。 

 

林啟禎學務長表示，成大的學生自律性頗高，大學部三、四年級與研究生都特別傾向選住「寧

靜樓層」，住服組曾經做過「寧靜樓層滿意度調查」，其中顯示 95%同學同意寧靜樓層可提



供住宿同學另一選擇之機會；81%以上同意居住在寧靜樓層可提升其住宿生活品質；78%以上

同意逐年增加寧靜樓層設置比率能提升其宿舍生活品質。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的健康宿舍，規定熄燈斷網時間為晚上 1 點半到隔天清晨 7 點，實施

結果最明顯效益為早上第 1 堂課遅到學生大為降低，目前週遲到率 1.56%，還持續降低中。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在宿舍節能健康實施方案中，將學生宿舍規劃成 3 個不同就寢時段「22

時」、「24 時」、「不限」，由學生自行選擇，響應節能減碳，宿舍在午夜 24 點實施關閉寢

室大燈，並且在凌晨 2 點至 5 點實施關閉宿舍網路。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的學生宿舍每天晚上 10 點半關大燈、斷網；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每

晚 9 點必須返回宿舍，10 點晚點名，11 點準時熄燈就寢；網路使用至凌晨 1 點半，逾時自動

斷線。 

 

中正大學已經推動「生活公約宿舍」，即將於 101 學年度更名為「健康宿舍」，共有 7 個樓

層、100 間寢室 400 床，住宿的學生必須簽定生活公約，採自律方式管理，若學生無法遵守規

定者，則更換至一般宿舍。 

 

屏東科技大學「健康宿舍」，預定 101 學年度開始實施，選定 1 棟學生宿舍，實施深夜寧靜、

特定時段網路管制、社區意識形成與參與。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健康宿舍訂定門禁管制部分，

11 點半晚點名並關閉宿舍鐵門。 

 

長榮大學選定第四宿舍七樓做為「清靜寢室」，要求 12 點之前入睡；文藻外語學院則開設「非

夜貓子區」；臺南藝術大學一貫制一年級新生寢室夜間 11 點晚點名，熄滅寢室大燈，不得再

離開宿舍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