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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學務中心業務工作報告(102.1-102.12) 
壹、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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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13 
第 1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健康大學

～健康優質照護與多元活力的大學校園研討會』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約 95 人 

102.10.25 
第 2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友善校園

～優質生活學習與安全關懷的大學校園研討會』 
國立中山大學 約 100 人 

102.12.6 
第 3 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幸福工程

～陶塑優質公民與全人發展的大學校園研討會』 
國立成功大學 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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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25 第 1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參訪 國立中山大學 約 100 人 

102.11.22 

-102.11.26 

第 2 次學務工作標竿學習觀摩參訪 

－「開展學務工作新局～學涯發展創新思維研討

會」 

國立金門大學、廈

門大學、南京大學 
55 

三、各項審查評審會議 

日期 審查會議名稱 審查結果 

102.1.30 

教育部『102 年度補助大專

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審

查評審會議 

一、審核通過南臺科技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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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校計畫案，補助金額計 437,000 元。 

三、獲補助學校預定辦理規劃時程如後附表。 

102.5.8 
教育部(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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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度友善校園獎－優

秀學務人員 

1.國立成功大學黃郁真 

2.國立中正大學劉佩儀 

3.南臺科技大學劉嘉坤 

4.輔英科技大學曾淑娟 

5.正修科技大學陳弘傑 

6.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蔡保宗 

7.遠東科技大學王美淑 

8.國立中山大學陳淑卿 

二、南區學務中心薦送教育部 102 年度友善校園獎－特

殊貢獻人員 

1. 國立成功大學李劍如副學務長 

2. 高雄醫學大學陳朝政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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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度友善校園獎－學輔績優學校」

1.樹德科技大學 

2.大仁科技大學 

102.5.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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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校之「102 學

年度教育部補助辦理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 

102.7.1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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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函請南區各大專校院於 6/26 前提報遴選資料。 

2.依評審委員評選分數高低，一致評定通過薦送國立成

功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及南臺科技大

學四校函報教育部 102 年品德教育特色學校，並推薦

國立成功大學與高雄醫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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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30 
101 年度工作計畫之各項活動成果檢討與建議、102 年度南區學

務中心活動預定計畫表等。 
國立成功大學 

五、跨區學務中心委員聯席會議 

(一)上半年「102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跨區學務中心委員聯席會議」於 3/15 由中區學務中心主辦，假弘

光科技大學辦理。 

※檢附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林明誠分局長，會中分享「愛滋疫情概況與年輕族群之防治」簡

報資料如手冊附件，請參閱。 

 

(二)下半年「102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跨區學務中心委員聯席會議」於 9/26 由本學務中心主辦，假國立

嘉義大學順利圓滿完成。 

貳、函知南區各校 102 年度南區學生事務與輔導優秀學務人員，計 26 人獲

獎。 

參、辦理 102 年度南區學生事務與輔導優秀新進學務人員評選，計 32 人獲

選，同時彙編優秀學務人員「孕育希望的種子」特刊，於 12/6 出刊發

送。 

肆、有關校園食品安全事宜 

一、派員出席教育部 11 月 25 日假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召開之「校園食品安全會議」。 

二、彙陳教育部南區各校就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臺北市食材登錄平台」之意見。 

三、協助蒐集彙報南區有意願擔任食材登錄機制之示範學校。 

 



伍、教育部交辦事項 
項次 辦理時間 內    容 

1 
102.2.25 

－102.3.25 
102 年「學務工作研討會」及「課外工作研討會」課程調查 

2 102.3.20 

請各校遵循且遵守憲法、相關大法官解釋及「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19 條、第 21 條規定，全面檢視校內學生獎懲規定，以確保並尊重學生基本人

權 

3 102.4.11 
研商「大專校院校園安全、全民國防、學生事務、學生輔導、特殊教育等業務

校內行政運作機制有機整合」會議 

4 
102.4.24 

－102.7.31 
調查區內學校執行「大專校院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評估作業之現況 

5 
102.6.14 

－102.8.16 
102 學年度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主管人員名錄調查表 

6 
102.6.26 

－102.7.2 
檢視「102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參與教育部活動」一覽表 

7 
102.7.4 

－102.7.2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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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2.7.5 轉知教育部來函有關「學生自治會委請學校協助代收會費相關事宜」之說明 

9 102.10.01 
轉知彙辦教育部來函有關「學生獎懲辦法有關學生集會及言論自由規定概況」

檢視表 

10 102.11.20 

依據 102 年 11 月 20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2017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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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委員學校。 

11 102.11.22 研擬 103 年度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工作計畫 

12 10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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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102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南區大專校院預定辦理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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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經營與服務學

習」研習活動 
南臺科技大學 9/25 

大專校院社團指導老師及服務學

習相關學輔人員、學生社團與服

務志工隊等幹部 

2 

社團蛻變．熱情滿分~

社團經營輔導與服務學

習知能研習會 

樹德科技大學 11/8 
南區大專校院課外活動業務承辦

同仁 

3 
大專校院導

師制度 

導師制度運作之推行與

經驗分享研討會 
國立臺東大學 5/17 南區大專校院學務人員及導師 

4 
「大學班級經營與學生

輔導」導師輔導研討會
義守大學 11/1 

南區大專院校教師、輔導相關人

員等 

5 人權教育 
「校園人權與人權法治

教育」研討會 
崑山科技大學 5/16 

南區大專校院導師、輔導老師、

學務人員或學生代表 

6 法治教育 

X 世代的「迷惘」-網路

新興犯罪防治議題研究

工作坊 

正修科技大學 5/20 
南區大專校院教師、學務工作人

員、學生 

7 

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讀書會 
國立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3/1-5/31

高應大慈青社及鄰校(正修、文

藻、高醫)慈青社 

8 

「品德教育~心思維、新

世代-真品趁現在」研討

會 

輔英科技大學 11/1 

南區大專校院推動品德教育之學

務人員、業務承辦人或相關教

師、職員及學生代表 

9 
學務與輔導

創新 

整合輔導網絡與延畢

(復學)生關懷研討會 
國立成功大學 9/13 

南區大專校院輔導業務主管或相

關承辦人、各校學務處推薦之教

師或系所人員 

10 學生申訴 

從大法官釋字 684 號及

校園法律談學生權利之

法理與實務分析研討會

遠東科技大學 5/9 

南區大專校院學務及教務人員、

輔導老師、學生申訴委員及申訴

業務承辦人員或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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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