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全體學務長會議  

二、標竿學習觀摩與參訪  

南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108 年度 1-12 月工作報告 

南 區 

工 作 報 告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人數 

5.20-5.21  
第 1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 
建構創新、樂活、永續之健康大學研討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82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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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4.12  
第 1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參訪 
尊重生命、友善關懷之大學校園研討會 

遠東科技大學  

11.20 
第 2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參訪 
品德教育、宿舍管理與職涯發展之友善校
園研討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人數 

100 

85 

三、各項審查會議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07.11.9-

108.3.25 

教育部『108 年
度補助大專校院
學生事務工作計
畫審查評審會
議』 

一、討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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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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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核定通過 12 校計畫案(有一校未獲補助)，補助金
額 554,500 元。 

3.20-6.15 

教育部『108 年
品德教育特色學
校審查評選會
議』 
(6/9 召開) 
 

一、3/25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5/15前提報申請計畫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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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與輔英科技大學兩校參選教育部108年品德教育
特色學校，並推薦南臺科技大學為參與成果展示學校。 

三、軍警校院部分，擇特優薦送空軍軍官學校。 

四、108 年度南區學務中心依序表揚績優前五校： 1.南臺科技
大學、2.輔英科技大學、3.大仁科技大學、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及 5.長榮大學。 如獲教育部表揚之學校，則不予重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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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續上頁 續上頁 

五、建議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往後審查會議之書面資料全面電子化(現場以平板電腦
或筆記型電腦供審查委員瀏覽審閱)。 

(二)建請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衡酌修正，俾利各區學務中心參據憑辦： 

1.將評選基準第 1 至 4 款列為主要評分項目，第 5 至 6 款調整列為加分
項目，並修改各項配分百分比。 

2.有關提供 3 分鐘特色簡介影音檔部分，或可修正為各校得考量衡酌派員
出席審查會口頭報告或逕行播放 3 分鐘特色簡介影音檔兩種方式擇一。 

6.12- 

9.30 

教育部『108
年度友善校園
獎聯席審查評
審會議』 
(9/20 召開) 

一、6/17 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 7/31 前提報申請計畫書資料。 

二、9/20 與南區輔諮中心共同召開 108 年度友善校園獎聯席會議通過薦
送： 

(一)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 108 年度友善校園獎 
     －優秀學務人員(依得分高低順序排列)  

    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何沛珊 
    2.輔英科技大學                    鍾坤桂 
    3.文藻外語大學                    簡薇珊 
    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施宏瑋 
    5.國立成功大學                    鄭淑惠 
    6.國立高雄大學                    金慧珠 
    7.高苑科技大學                    李超群 
    8.正修科技大學                    張寒梅 
(二)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108年度友善校園獎 
     －學務特殊貢獻人員：王揚智前學務長(南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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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 
    1.南臺科技大學     吳忠春 
    2.南華大學             林俊宏 
    3.台灣首府大學              陳景峯 
    4.國立中正大學     陳永松 
    5.國立成功大學     高祐仁 
    6.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林曉洪 
    7.國立高雄大學        童士桓 
    8.遠東科技大學              沈銘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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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友善校園獎－學輔績優學校」 
    1.高雄醫學大學        2.國立成功大學 
    3.正修科技大學        4.文藻外語大學 



3 

 

四、各項調查彙辦事項   

辦理時間 調查資料名稱  

1.30-1.31 
【南區學務中心轉學特司調查通知，請於明日(1/31)上午 10:00 前回傳】有關
各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2.25 【南區學務中心】近期南區學務中心重要事項報告 

3.27 
【南區學務中心】近期重要事項通知--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友善校園獎及 4/12
遠東科大及 5/20-5/21 澎科大研討會訊息 

3.27-3.28 
再調查【急件】--【南區學務中心轉學特司調查通知，請於明日(3/28)下午
2:00 前回覆】有關各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5.7-7.4 彙整南區大專校院學務工作特色亮點 

6.20-7.31 南區大專校院優秀新進學務人員 

6.25-8.23 協助調查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主管人員名錄」 

6.24-7.19 彙整 108 年度續/卸任學生事務長（主任）及課外活動組組長名單調查 

7.17-11.15  
彙整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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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 9.16 【好時光二—2020 南區之美桌曆】強力徵求--南區之美各校校景美照 

10.2 南區學務中心 108 年度下半年活動日程與重要事項提醒 

11.6-11.11 調查各校現任生輔組長資訊 

辦理時間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0.1-

12.06 

『109 年度教
育部補助辦理
品德教育推廣
與深耕學校計
畫初審遴薦會
議』 
(11/29 召開) 

一、10/2 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 10/31 前提報申請計畫書資料。 

二、預定11/29召開遴薦初審會議。  

三、初審通過薦送國立中正大學等共19校之「109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
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計畫書，其中拍攝微電影計10校。分
別依無微電影與有微電影組序位序位薦送。 

續上頁  續上頁  

三、教育部108.11.28函副知大專校院組表揚： 
(一)卓越學校：中原大學、東海大學 
(二)傑出學輔主管：明新科技大學孫毓英、遠東科技大學邱兆宏  
(三)傑出導師：國立臺灣大學王梅霞、銘傳大學莊慶昌、致理學校財團

法人致理科技大學王春娥、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曾瑛容 
(四)傑出學務人員：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彭惠、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何沛珊

、輔英科技大學鍾坤桂 
(五)傑出輔導人員：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李佩芳、國立臺南藝術大學劉慧

瑜 
(六)特殊貢獻人員：國立中興大學謝禮丞、中山醫學大學施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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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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1.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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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全體學務長會議、標竿學習觀摩參訪等活動規
畫辦理與討論。 

國立成功大學 

六、跨區委員聯席會議    

辦理時間 會議名稱 辦理地點 人數 

9.26-9.27 
108 年度下半年 
四區學務中心跨區委員聯席會議 

國立臺東大學  73 

辦理時間 調查資料名稱  

續上頁 續上頁 

11.06- 109.2.7 109年度四區大專學生事務相關議題補助案  

11.26 109年友善校園獎評選要點修正諮詢會議 

11.26 研商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事宜會議 

11.29-12.9 編擬109年度南區學務中心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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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