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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計劃 

100年中區大專校院第三次學務長會議暨學生自治研討會 

一、活動目的： 

1. 有效凝聚各校學務工作之共識、增益學務資源之整合與運用，促進學務

之發展與傳承。 

2. 分享友善校園績優學校學生自治與輔導經驗，發揮典範學習效果。 

3. 促進各校學輔人員交換學生自治與輔導經驗，提升各校學生自治組織運

作成效。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四、承辦單位：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自治會 

五、協辦單位：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六、辦理時間：100年 12月 05日（星期一） 

七、辦理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力馬工坊 

八、研討主題：學生自治 

九、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優秀學務人員、計約 70人。 

十、活動方式： 

    1.優秀學務人員頒獎 

    2.專題講座 

    3.中心工作小組委員改選 

    4.友善校園績優學校經驗分享 

    5.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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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議程 

 

 

100年 12月 05日（星期一）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 點 

09:00~09:40 報到暨茶敘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09:40~09:55 開幕式 

1.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校長唐彥博 

2.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3.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周理事長

家華 

09:55~10:25 
頒獎(頒發優秀學務人員

獎牌) 
歐召集人聖榮 

10:25~10:35 茶敘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10:35~11:35 

專題演講- 

學生自治與民主法治教

育 

主持人：歐召集人聖榮 

主講人：柳金財學務長 

11:35~12:10 
中區學務中心委員選舉 歐召集人聖榮 國際會議廳 D廳 

學務經驗交流 柳金財學務長 國際會議廳 

12:10~12:30 車程(前往力馬工坊)   

12:30~13:30 午餐  

力馬工坊 

13：30~14:00 
原客之美-欣賞多元 尊

重差異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14:00-16:00 

友善校園績優學校分享 

推動友善校園與學生自

治經驗分享 

第一組：雲林科技大學 

第二組：朝陽科技大學 

歐召集人聖榮 
力馬工坊 

專題簡報室 

16:00~16:20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歐召集人聖榮 

柳學務長金財 

16:20~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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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紀錄 
開幕式 

一、時  間：100年12月05日（一）09:40~09:55 

二、地  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三、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周理事長家華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校長唐彥博 

四、出席人員：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及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人員 

      (如簽到表) 

五、紀錄：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陳思婷 

六、主持人致詞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唐彥博校長： 

今天非常感謝在座的學務先進、中區歐召集人、周理事長家華、各位學務長、

學校夥伴，大家好！首先非常感激學務優秀人員表揚在本校舉行，同時今天也懷

著竭誠熱情的心，一一的為大家服務，並且代表本校獻上歡迎祝賀之意。 

今天的主題為學生自治，學生自治在學務工作裡是很重要的議題，學生在求

學過程當中要如何有所成長，考驗著每一位學務人員的智慧。我非常的贊同學生

加入社團，從社團中學習到各種面向經驗，不管是建設、推廣、回饋社區的部分

都扮演著不可磨滅的角色。 

最後，對於承辦此次活動的學務處同仁給予高度肯定，同時祝福今日活動順

利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唐校長、柳學務長、各位學務長、學校夥伴，大家早安！今天非常高興有機

會可以與大家在育達同聚一起，一同分享學務經驗，有的學務夥伴是第一次來到

育達，一下車就可以感受到唐校長對學校的用心，使來到育達的人能感受到心曠

神怡。 

首先感謝唐彥博校長大力支持本次學務活動進行，也感謝柳金財學務長精心

策劃此次中區最重要的年度盛會。 

最後，感謝各位各位學務夥伴蒞臨，今天將在會議中決定諸多重要事宜，將一一

進行，同時也期許今日活動順利圓滿成功。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周理事長家華：唐校長、歐召集人、柳學務長、各位學務工作

夥伴，大家早!今天非常難得可以到育達來學習，同時感謝育達、中區學務中心、

教育部邀請我來參加此次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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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都知道近年來學務工作越來越艱深的狀況之下，在教育部訓委會領

導及各區學務中心的整合，更是在座的學務夥伴努力打拼之下，讓各校不管是友

善校園還是績優校園中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育達，就我手邊資料顯示，育達在唐校長的領軍之下成績輝煌，98-101

年連續獲得教學卓越計畫、學務工作方面連續七年獲得學務特色主題計畫、100年

全國績優社團評鑑加權分數為全國第一，有以上成績著實不易。 

  相信在各位學務夥伴共同打拼之下，把學生變好比把學生變聰明更為重要，

品德教育是學務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最後，祝福各位身體健康大會順利。 

 

頒   獎 
1.唐校長與歐召集人互贈錦旗與禮品. 

2.頒發年度友善校園－績優學校、優秀學務人員及感謝牌計 33人，由唐校長、歐

召集人及周理事長代表頒贈。 

3.頒獎與受獎人員合照。 

 

專題演講 
一、講題：學生自治與民主法治教育 

二、時間：100年 12月 05日(一)10：30~11：30 

三、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四、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五、主講人：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柳學務長金財 

 演講內容摘要：（講稿內容如附件）。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今天很榮幸擔任此次演講的主持人，學生自治的議題一直都是教育部重視的

議題，相信從育達的經驗分享中可以學習到許多寶貴經驗，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

迎柳學務長的分享。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柳學務長金財 

感謝讓我有這個機會來與大家分享有關學生自治的經驗，以下就相關經驗做

報告： 

1.大法官第 684 號解釋中，釋字第 382 中由原條款中僅賦予退學等身分改變之大

學生有行政訴訟權，改變為全部大學生均擁有行政訴訟權，對於學校退選、畢

業門檻相關機制需從新配置。 

2.為了增進學生民主自治觀念，大學法第 33條中制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

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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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

會請求代收會費。 

3.大學法制訂下，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

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

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4.學生對於校務參與、學生事務專章、教師評鑑等均有相關權益提升。 

5.學生自治的意義為全人教育目標、輔導而非主導、民主自治自律三方向進行輔

導。 

6.學生自治的目的為落實學生自治理念、提升學生自治能力、擴大學校校務參與、

增進公共事務參與。 

7.學校對學生刊物、傳單及文宣等，不宜做實質內容審查。 

8.學生借用場地辦活動，應依場地借用借用規定，解決使用上之衝突，相關規定

須事先公告。 

 

中區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選舉 

一、時間：100年 12月 05日(一)11：30~12：00 

二、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D廳 

三、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一）歐聖榮召集人報告 

1.首先與大家分享台中技術學院與台中護專合併升格改名為台中科技大學。 

2.國立中興大學承辦教育部「100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領導人才培育研習營」

將於 100年 12月 14日至 16日於國立中興大學及惠蓀林場盛大舉辦。該活

動除了與社團相關的精采課程、和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交流之外，還能一探惠

蓀林場這座樂活森林，機會實屬難得，歡迎各校學務長鼓勵學生參加。。 

3.進行中區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選舉，有關教育部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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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

手冊資料，並請謝禮丞執行秘書說明。 

4.介紹現任委員，特別感謝他們過去的辛勞－勤益科技大學的曾懷恩學務長、

東海大學羅文聰學務長、靜宜大學孫台鼎學務長（請假）、明道大學施敏慧

學務長、朝陽科技大學李素箱學務長、弘光科技大學陳玉舜學務長、中臺科

技大學林海清學務長、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柳金財學務長。 

5.介紹各校學務長讓大家再多做認識（略）。 

6.依據實施要點規定，各區學務中心設工作小組，各置委員 5人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由教育部遴聘 1人擔任，召集人及工作小組委員任期為三年，

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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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由教育部指定中興大學學務長為召集人，餘由選舉的程序（投票）選

出 4 至 8 位委員，請各位在選票上勾選 8 名，我們現場的計票同仁將馬上

計票。 

（二）謝禮丞執行秘書報告 

1.教育部 100年 10月 27日函文各大專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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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第四

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修正條文如下： 

「三、各區學務中心及輔諮中心設工作小組，各置委員五人至九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就各區學務中心及輔諮中心之成員中遴聘一

人擔任。其餘委員由區內成員推舉或選舉之。各區學務中心及輔諮

中心置召集人一人，由各該工作小組召集人擔任之。軍警校院成員

無前二項之選（推）舉權或被選（推）舉權。」 

「四、召集人及工作小組委員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之。」 

「五、召集人或委員於任期中因本職異動或其他原因出缺時，由接任其職

務之人續任至該年度止，次年度起，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其為

召集人，由本部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另行遴聘，補足原任者任期。

（二）其為工作小組委員者，由區內成員推舉或選舉之，補足原任

者任期。各中心異動後之工作小組委員名單，應於推舉或選舉完成

後一個月內函報本部。」 

2.本日有學務長無法親自出席，請代理出席的學務同仁，憑該校學務長的委託

書領取選票。(今日應出席 32位，均為工作小組之候選人，除召集人已指定

外，應選出 8位工作委員，故每張選票至多可圈選 8位候選人) 

（三）開/驗票結果，應投選票 32 票，有效票 25 票(含授權代理人 7 位)，廢票 0

票，請假 7人(無代理人為空白票)。 

（四）選舉結果： 

編號 得票數 主管姓名 學     校 備   註 

1 召集人 歐聖榮 國立中興大學 
現任委員 

(兼召集人)) 

2 4 蔣筱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 3 李玉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4 3 辛錫進 國立聯合大學   

5 5 林彩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6 9 林君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7 4 陳大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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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曾懷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現任委員 

9 2 林文郎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10 15 羅文聰 東海大學 現任委員 

11 3 廖盛焜 逢甲大學   

12 8 孫台鼎 靜宜大學 現任委員 

13 2 羅世輝 大葉大學   

14 8 施能義 亞洲大學   

15 5 施敏慧 明道大學 現任委員 

16 4 馬義傑 中山醫學大學   

17 3 林振文 中國醫藥大學   

18 11 李素箱 朝陽科技大學 現任委員 

19 16 陳玉舜 弘光科技大學 現任委員 

20 6 劉柄麟 建國科技大學   

21 15 林海清 中臺科技大學 現任委員 

22 1 林永森 嶺東科技大學   

23 2 陳俊良 南開科技大學   

24 20 李宏仁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25 5 吳俊彥 環球科技大學   

26 1 張進南 僑光科技大學   

27 3 林振漢 修平科技大學   

28 0 湯仁忠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29 4 齊隆鯤 中州科技大學   

30 15 柳金財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現任委員 

31 2 程春美 國立台中護理專科學校   

32 2 郭孟光 仁德醫護專科學校   

 

（五）宣佈當選 

1.國立中興大學歐聖榮學務長(召集人) 

2.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李宏仁學務長（20票） 

3.弘光科技大學陳玉舜學務長（16票） 

4.東海大學羅文聰學務長（15票） 

5.中臺科技大學林海清學務長（15票） 

6.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柳金財學務長（1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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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朝陽科技大學李素箱學務長(女)（11票） 

8.勤益科技大學曾懷恩學務長（10票） 

9.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林君維學務長（9票） 

 

友善校園績優學校分享 

一、時間：100年 12月 05日(一)13：30~15：30 

二、地點：力馬工坊 

三、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四、主講人：雲林科技大學林學務長君維 

朝陽科技大學李學務長素箱 

紀  錄：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陳思婷 

（一）雲林科技大學林學務長君維：經驗分享如附 ppt資料 

1.學生自治會費部分為一次收取四年一千五百元整，預留 20%為下屆運用，

80%為當屆使用。 

2.辦理 TOP CEO國際領袖培訓營，透過就近辦理(如劍湖山)可省下交通費，

並使同學身無分文方式運用團體力量至指定位置，以培養同學團體默契與

靈機反應。 

3.為響應環保，推動每周一日素食日，並推廣綠色環保餐廳，全部採用當地

食材、與附近商家合作一同推廣環保。 

（二）朝陽科技大學李學務長素箱：經驗分享如附 ppt資料 

1.首創教職員急難扶助基金已有 206人捐款，每年 100萬元，扶助 50位學

生，創校開始已累積 500多萬基金。 

2.本校學雜費提撥 5%，獎助學金共 19項，100 學年度共提撥 79,635,524元。 

3.重視品德教育，透過早晨升旗、勞作教育、開學禮貌問早方式來培養學生

品德觀念。 

4.尊重多元文化，透過性別平等教育、弱勢社群關懷、國際學生外籍配偶輔

導等三面向進行。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一、時間：100年 12月 05日(一)15：30~16：30 

二、地點：力馬工坊 

三、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四、紀  錄：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陳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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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決議： 

1.大專校院跨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明年度輪由北區學務中心主辦。 

2.教育部訓委會存廢問題，將影響學務工作未來的對口單位，也會牽涉到各區

學務中心的存廢、縣市的補助經費及學務輔導等問題。 

3.電腦使用實習費建議是否能等同電腦資源使用費（可納借貸）。 

4. 2天 1夜的參訪活動儘量安排於寒暑假舉行。 

問與答時間： 

Q1：貴校行政主管是否可以擔任各系班級導師，且鐘點費部分是否發放？（育達

商業科技大學柳學務長金財） 

A1：1.本校導師制度分為總導師、主任導師、班級導師及生活導師等四大類，總

導師由學務長擔任，每階層導師皆有安排導師費，各系主任皆可接任導師

職。（朝陽科技大學李學務長素箱） 

A2：2.本校導師費轉化成導生活動費，每位同學 250元/同學，讓學務工作可以更

容易的推廣下去。（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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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 
                                                                     

  學      校 備  註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年度績優學校 

2.  朝陽科技大學 年度績優學校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簡信男 逢甲大學 

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中

心主任 

獲頒年度優秀學

務人員獎牌 

2.  
趙美惠 修平科技大學 學務處 秘書 

獲頒年度優秀學

務人員獎牌 

3.  
洪玉如 南開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 護士 

獲頒年度優秀學

務人員獎牌 

4.  
田瑞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助教 

獲頒年度優秀學

務人員獎牌 

5.  
麥佩鈴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學務處 組員 

獲頒年度優秀學

務人員獎牌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鄒淑慧 環球科技大學 生輔組 辦事員 獲頒感謝牌 

2.  黃如君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服務學習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3.  張郁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活輔導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4.  詹文鳳 國立聯合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工友  獲頒感謝牌 

5.  王美霞 國立聯合大學 生輔組 技佐 獲頒感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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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蕭綉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學務處 組員 獲頒感謝牌 

7.  李采容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生輔組 專案人員 獲頒感謝牌 

8.  廖玉峯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輔組 助理員 獲頒感謝牌 

9.  薛淑芬 靜宜大學 生輔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10.  林聖芬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行政助理 獲頒感謝牌 

11.  嚴明智 中國醫藥大學 生活輔導組 約聘 獲頒感謝牌 

12.  江美琪 中州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與諮商中心 獲頒感謝牌 

13.  陳怡婷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14.  黃益松 嶺東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15.  吳書雅 中臺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16.                                                                                                                                                                                                                                                                                                                                                                                                                                                                                                                                                                                                                                                                                                                                                                                                                                                                                                                                                                                                                                                                                                                                                                                           吳原池 中山醫學大學 
教官兼衛生保健組 組

長 
獲頒感謝牌 

17.  蔡淑如 朝陽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辦事

員 
獲頒感謝牌 

18.  曾參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生輔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19.  李佳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生輔組 校聘人員 獲頒感謝牌 

20.  施敏慧 明道大學 副教授兼學務長 獲頒感謝牌 

21.  詹宗家 明道大學 專案約聘行政助理 獲頒感謝牌 

22.  周  亭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學生宿舍 宿舍輔導員 獲頒感謝牌 

23.  白嘉鈴 弘光科技大學 學務處 組員 獲頒感謝牌 

24.  許占文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生輔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25.  何智靖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26.  古銘修 僑光科技大學 書記 獲頒感謝牌 



 44 

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本次活動包含會議暨學生自治研討，會中由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柳學務長金

財，實施育達學生自治經驗分享，以提供學務全體人員對學生自治與實務的認知。

本次活動參加人員有中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及活動相關學務同仁參加，承辦單

位就本次活動，編製問卷，請與會之貴賓針對本次研習內容及服務人員服務品質

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回收問卷後，將其結果加以分析，結果如下： 

100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會議暨學生自治研討會活動回饋統計分析 

活動名稱 
100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會議暨學生自治

研討會 
承辦單位 

育達商業 

科技大學 

 

活動時間 100年 12月 5日 
活動地

點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參加對象 

中區學務長及學

務人員等計70人 

調查問卷數：70          回收問卷數：60         有效問卷數：60 

項次 問           題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備

註 

壹、經驗分享部份 

1-1 「學生自治與民主法治教育」內容

之實用性 

67% 33% 0% 0% 0%  

1-2 分享內容能引發興趣與迴響 67% 33% 0% 0% 0%  

1-3 講解內容層次條理分明清晰 80% 20% 0% 0% 0%  

1-4 講師對教材準備充分 80% 20% 0% 0% 0%  

貳、分組座談部份 

2-1 分組座談主題具實用性 73% 27% 0% 0% 0%  

2-2 分享內容能引發興趣與迴響 80% 20% 0% 0% 0%  

2-3 講解內容層次條理分明清晰 80% 20% 0% 0% 0%  

2-4 講師對教材準備充分 80% 20% 0% 0% 0%  

参、綜合座談部份 

3-1 綜合座談主題具實性 80% 20% 0% 0% 0%  

3-2 綜合座談內容有助於業務之推動 80% 20% 0% 0% 0%  

肆、活動整體安排 

4-1 對於此次活動時間之安排 73% 27% 0% 0% 0%  

4-2 對於此次活動地點之安排 87% 13% 0% 0% 0%  

4-3 對於此次活動餐點之安排 87% 13% 0% 0% 0%  

4-4 對於此次活動工作人員的服務 87% 1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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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花絮 

 
各大專校院學務同仁到會場陸續簽到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魔術社帶來精采的表演 



 30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周理事長致詞 

 

歐召集人代表頒獎給年度績優學校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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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召集人與兩位年度績優學校代表人合影留念 

 

歐召集人代表頒獎給年度優秀學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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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召集人與年度優秀學務人員進行合照 

 

育達科大唐校長代表頒獎給優秀學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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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事長代表頒獎給優秀學務人員 

 

專題演講－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柳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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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舒壓 

 

視障人士按摩台-健康「摩」法師 



 29 

 
中區學務中心委員選舉 

 

中午餐敘至力馬生活工坊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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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校園績優學校經驗分享-雲林科大 

 

友善校園績優學校經驗分享-朝陽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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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柳學務長代表致贈禮品給歐召集人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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