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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計劃 
101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三次全體學務長會議計畫---「品德教育」 
一、活動目的： 
（一）邀請本區內大專校院學務長集會，研討品德教育議題，並請專家學者就

相關議題提供論述與卓見。 
（二）透由校際交流與經驗分享，瞭解各校推動品德教育策略與成效，期能全

面提升各校學務工作內涵，強化學生核心競爭力。 
（三）凝聚各校共識並豎立可行具體措施與策略聯盟共享資源，共同推展品德

教育。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中區學務中心 
四、承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五、辦理時間：10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 
六、辦理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七、研討主題：品德教育 
八、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各校學務長、中區優秀學務人員及工作人員

等計約 70 人。 
九、活動方式：透過校際間推展品德教育之經驗分享，與專家學者針對相關主

題講演，輔以綜合座談，凝聚相關積極可行措施。 
（一）專題演講：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品德教育專題講演。 
（二）分組討論：校際間推展品德教育經驗交流與分享報告。 
（三）綜合座談：綜合討論品德教育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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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議程 

101年 11月 30日（星期五）  

時間 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08:30-08:50 
歡迎嘉賓 林學務長海清 

中臺科大 

國際會議廳 

08:50-09:00 
開幕式 

中臺科技大學李宏謨校長 

中區學務中心歐聖榮學務長兼召集人 
國際會議廳 

09:00-09:20 頒獎(中區優秀學

務人員、績優學校) 

中臺科技大學李宏謨校長 

中區學務中心歐聖榮學務長兼召集人 
 

09:20-09:30 
全體大合照 中臺科技大學學務處  

09:30-11:00 
專題演講 

主持(引言)人:台中科技大學李宏仁學務長 

主講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教授 
 

11:00-12:20 
專題演講 

主持(引言)人:弘光科技大學陳玉舜學務長 

主講人:前訓委會常委何進財教授 
 

12:20-13:30 中區學務長會議(補

選工作小組委員) 

餐敘 

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歐聖榮學務長 藝文中心 

13:30-15:30 深耕品德教育經驗

分享： 

朝陽科技大學 20’ 

明道大學 20’ 

育達科技大學 20’ 

中臺科技大學 20’ 

成果交流 30’ 

主持(引言)人：台中教育大學林彩岫學務長 

中臺科技大學許秀貞秘書 

主講人： 
1.朝陽科技大學陳隆昇學務長 

2.明道大學周建明學務長 

3.育達科技大學柳金財長學務長 

4.中臺科技大學鄭敦友組長 

國際會議廳 

15:30-16:00 品味生活 

〜茶敘時間 
中臺科技大學學務處 藝文中心 

16:00-16:30 綜合座談及 

閉幕式 

中臺科技大學李宏謨校長 

中區學務中心歐聖榮學務長 
國際會議廳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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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紀錄 
開幕式 

一、時  間：101年11月30日 8:50~09:00 

二、地  點：國際會議廳 

三、主持人：中臺科技大學李校長宏謨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四、出席人員：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及相關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吳純嘉 

五、主持人致詞 

（一）中臺科技大學李宏謨校長： 

教育部何前常委、召集人中興大學歐學務長，還有我們今天的貴賓（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蘇校長、本校的程副校長、林學務長（副校長），那麼首先我

代表中臺科技大學，歡迎這麼多學務的領導、先進，大家來給我們指導。其實

今天的主題可以說有一點嚴肅，不過每一次到這個研討會，我們大概辦過幾次，

我都會特別記得，我們上一次請朝陽大學鍾任琴校長來的時候，他有一段很有

趣的談話：他說臺中女中品德教育做得非常好，因為他女兒從臺中女中畢業，

到現在每一個月她有拿錢回家；然後他說臺中一中品德教育做得不好，他兒子

三十幾歲了不結婚，還帶女朋友來吃家裡，錢都沒有拿回來，我想這個是很有

趣的。不過，從這一段故事，我想跟各位報告，就是說品德教育在大學裡面事

實上是非常困難的，我想各位學務先進都清楚、都同意；因為你要培養社會公

民，那麼又要把這些很教條式的東西把它生活化、化為無形，因此我就特別喜

歡鍾校長的那段話，把這個當作開場白。那麼歡迎大家來，也祝福大家有一個

非常快樂、非常幽默的一天，謝謝！ 

（二）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何前常委、李校長、蘇校長、程副校長、以及即將當副校長的海清學務長，

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我想，時間真得過得很快，每年大概這個時候，就是我

們年度的盛會。我想，回顧過去這一年，其實有很多很多美妙的事情發生，大

家事實上參與很多的工作和任務，不過在這邊，首先要感謝部裡的關懷，以及

我們校長支持，讓我們今天能夠有這麼好的設備，可以在這邊舉行這一次的會

議。其實我自己心裡在想說，很多很多學校都蠻重視學務的，在過去的日子，

特別今天在我們現場當中有蘇校長、李校長、很多很多長官都非常非常支持；

那可是在很多人的心目當中，我們學務工作好像沒有辦法跟一般像教學研究有

很多的「I」出來，我覺得深深體驗到，很多前輩就跟我講，其實你們就好好做，

因為我們學務工作是一種穩定的力量，是無形穩定力量的發揮、延伸。所以我

自己心裡在想，當別人在製造很多的「I」、唉唉叫的時候，其實我們自己在學



 33 

務工作的領域上面，我們也有很多「I」，回想一下我們是不是有做很多創新性

的、innovation 的部分，那我們是不是有做很多整合性的工作、integration 的部

分，當然這兩個「I」加起來，一定會對我們自己的學生、還有我們的老師、校

園產生很大的 impact、正向的 impact，第三個「I」的部分。所以其實當很多很

多產生「I」的時候呢，事實上我們學務工作同仁也都同時在製造很多「I」，

我想不要讓大家唉唉叫就好。 

非常感謝大家的協助、教育部的支持，讓我們學務工作能夠順利的推展，

當然也感謝中區所有夥伴學校們的支持。今天真的再次非常感謝我們主辦單位

精心的安排，希望大家能夠有愉快、美妙的一天，謝謝！ 

 

頒   獎 
1.頒發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優秀學務人員及感謝牌計 31 面，由蘇校長

玉龍、何前常委進財、歐召集人代表頒贈。 

2.頒獎與受獎人員合照。 

 

專題演講（一） 
一、講題：友善校園經營與輔導 
二、時間：101 年 11 月 30 日 09：30~11：00 
三、地點：國際會議廳 
四、引言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李學務長宏仁 
五、主講人：國立暨南大學蘇校長玉龍 

記錄：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吳純嘉 

 演講內容摘要：（講稿內容如 ppt 資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李宏仁學務長： 
友善校園分為三個層面： 
1.硬體：無障礙空間、緊急求救系統等。 
2.行政措施：盡量採聯合辦公室，僑生、陸生單一窗口帶同學跑各單位。 
3.心態讓同學感受到自由多元的氣氛。大節不逾禮，對自己尊重，對別人

尊重，受社會的檢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校長玉龍： 
民國 75 年從海外回到臺大任教，76 年擔任臺大課外活動組主任，因

此行政工作是從學務開始。擔任過總務長、通識中心主任、師培中心主

任、副校長、校長，就是沒當過學務長。在臺大時，就是學運最厲害的

時候。 
陸生一年招收 2000 名，第一年有 928 名，第二年差不多；而僑生今

年報名超過一萬名，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僑生招生與學務工作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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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僑委會，中游：聯招委員會招生工作，下游：各校友善校園

工作。 
今年七月在馬來西亞辦教育展，國內有 80 所大學前往參加，派去的

人員很多多元化，有教務處、國際處、學務處的工作人員，各校有所不

同，工作重點也有所差異。當然學生進入學校後對待的觀念就不一樣、

輔導概念不同。國際處會把僑生當作國際學生、中文比較好的外國人，

學務處則視僑生為華裔子弟、自己人。 
今天在臺灣念書的僑生共有 15,000 多人，國際生沒那麼多。教育部

把僑生與外國學生放在同一範疇內。對僑生的照顧，關係到各校未來的

招生狀況。 
（一）回顧僑生招生： 

1. 華僑教育委員會（1927）。 
2. 政府遷台之初：重視僑生。 
3. 美援支助期間：僑生名額外加、不占本地生名額。 
4. 成立國立僑大先修班、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5. 美援中止後：單獨訂定招生名額。 
6. 海外聯招會成立（1995 至今）：全世界最複雜的招生制度。 

（二）我國歷年僑生招生之特性： 
1. 是長期投入一脈相傳的。 
2. 是及時彈性訂修規章的。 
3. 是鼓勵兼具輔導性質的。 
4. 是採取因地制宜原則的。 
5. 是跨部會機關學校合作的：內政部、移民署、衛生署。 
6. 是一優惠保障的入學方式。 

（三）歷年各級學校分發及在學僑生人數： 
101 學年度分發大學（含研究所、僑先部）共 10,100 名，在香港，

各校的校友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於 84 學年度成立，負有僑教任務，自 85 學年度

開始擔任海外聯招主任委員學校；澳門高中畢業生百分七十以上報名我

們大學。 
海外聯招生組織分工： 

1.委員大會 102 學年度 149 校。 
2.常務委員會 27 校。 
3.各校派來擔任委員層級代表各校的重視程度。 

（四）僑生申請資格及來台程序： 
1.個人申請制 10% 
2.聯合分發制 
3.現在是五梯次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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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士班分三個類組 
（五）101 學年度海外招生宣導 

共接觸近 37,500 餘人次（截止 2012 年 8 月）；自 101 學年度起新增

「個人申請管道」。 
全球申請來源：1.香港 2.澳門 3.馬來西亞等 

（六）近年來重大措施與變革： 
研究所報名時程提前至每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底；香港地區增加副

學士文憑。 
討論： 
育達科大柳金財學務長：我們跟中國大陸來比，對於僑生的招生利基在哪？大

陸的優勢要注意的是？兩岸僑教優勢？ 
蘇玉龍校長： 

1.這是教育部長官要回答的問題。 
2.最大利基是教育品質、大學吸引人。 
3.臺灣自由民主、磁吸力量大。 
4.學歷採認，到目前為止，香港、馬來西亞學歷採認一點點而已（馬來西

亞互相承認評鑑結果，評鑑結果不得用於參加公務員考試）。 
5.僑教，著眼未來，對國家有飲水思源的貢獻。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前常委 何進財教授： 
1.從話中可以看到僑生聯招工作的辛苦。學校老師不了解學務人員的辛

苦，政務人員應多說明，對僑生好，對未來好，對招生不足有幫助。胸

襟看遠的話，這些僑生回去，量變變成質變，對臺灣會有幫助。 
2.另外，夥伴學習也很重要，大學幫地區高中學習，幫忙指導社團，提供

免費遊覽車參觀等對未來學校招生有幫助。 
蘇玉龍校長： 

1.澳門 80%以上高中報名，連高中校長、老師絕大部分都是我們的僑生，

澳門頂級官員有一半是僑生。 
2.吸引陸生、僑生，要靠大學的教育品質、中國文字之美、自由多元風氣

不能崩壞。教育人員自己要反省有沒有真正關懷學生、辦好教育。 

專題演講（二） 
一、講題：品德教育與實踐 
二、時間：101 年 11 月 30 日 11：00~12：20 
三、地點：國際會議廳 
四、引言人:弘光科技大學陳玉舜學務長 

五、主講人:前訓委會常委何進財教授 
記錄：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吳純嘉 

演講內容摘要：（講稿內容如 ppt 資料）。 
1.很不喜歡一句話──公務員是做頭路、惦惦就好，那當年考高普考幹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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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哪去了？「作官要幫民做主，不然回家種番薯」。 

2.沒有學生就沒有老師，沒有老師就沒有校長，如果研究那麼重要，請到中央

研究院。老師不該放棄該做的輔導與教學，把每個學生當你家的孩子。很多

學生是被忽略的，大學念四年交了學費一百萬，沒有學到真正該學的。責備

別人沒有用，應該從自己做起。 

3.要跟學務處以外的人溝通、多聯繫，鎖定關鍵人物、纏住。 

4.有些事可以說不能做、有些可以做不能說。 

5.要知道學生的特質、多照顧弱勢族群。 

6.要有基本的學歷 + 專業區塊，光有專業成就有限。 

7.有機會多給同學歷練。 

8.善意的共識，正向的目標，良性互動的過程，美好的結果，做很多溝通協調，

感動的工作。 

9.做別人的工作，學自己的工夫。 

10.因應品格教育之取向，制度的建構，人才的培訓，經驗的傳承，方法的創新，

資源的整合，教育共識的凝聚。 

11.對孩子的影響力，教師大於政府官員。 

12.埋頭苦幹，記得抬頭看看。 

13.死做沒效，要會打算。 

14.學務長：清清楚楚的 含含糊糊 

中階主管：清清楚楚的 清清楚楚 

承辦人：含含糊糊的 清清楚楚 

15.青少年問題： 

奠基（種因）於家庭，啟動（發現）於學校，實踐（問題）於社會 

16.影響品德教育效能的因素 

  個人、環境、過程 

  家庭、學校、社會 

  身教、言教、境教、制教 

  民俗、民德、規範 

  倫理、道德、法律 

17.正向思考：轉念 

18.歌德：工作若能成為樂趣，人生就是樂園。 

19.戴高帽 順風旗 得勝鼓 

20.當老師 要多激勵信心 

21.學務人員特質不要冷漠、要好管閒事 

22.善待每位學生，說他行、他就行 

23.樂於變遷的心理準備 

24.多發揮影響力、多感動家長 

25.曾國藩名言：局外議論吶喊無益，躬身入局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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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一）育達科大柳金財學務長： 

感動太多，其實聽了常委過去的成長經驗是最好的品德教育。在學校老師

制止學生玩手機，被學生反應講課就好、與企業管理無關。老師分享人生的歷

練與體驗，有些學生沒有辦法接受，其實對過去所走過的傷痛重新揭瘡疤是很

不容易的。有些老師因為學生上課狀況不佳，最後有些老師慢慢選擇課堂要求

往後退了。對於面對大部分老師都在研究，在學生輔導這一塊我們該如何去激

勵他們的士氣，使他們的熱情不變？ 

（二）長庚大學幼保系何進財教授： 

說到最大的關鍵處：躬身入局，讓老師有感覺、有感動，多管道讓老師覺

得自己也能夠做些什麼，參與看有沒有成就感，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一樣、個

別差異，教學工作很認真也 OK。學輔工作同仁可以借力使力，去班上辦活動。

萬一有更大的衝擊，引用松下信之助的名言：忍耐、忍受接受才能做好，兩成

不用教、兩成教了、帶了也不願意聽，只要把中間多數六成帶好就是成功企業

家；經營學生事務、當導師也是一樣，不可能把全部的學生帶好。溫和老師受

喜愛、嚴格老師被懷念，不能太過嚴格，開學第一堂課就要課堂規矩說明好，

我要求的是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學習精神，考試要用申論題。 

哈佛大學的校長說過：再優越的學生都要教。 

結論就是－自我調適。 
 

中區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補選 
一、日期：101 年 11 月 30 日 12:20~13:30 
二、地點：藝文中心 
三、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聖榮 

記錄：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黃宛姿 
（一）歐聖榮召集人報告 

感謝大家的參與,因朝陽科大李素箱學務長榮升該校管理學院院

長，依據教育部規定須補選學務工作小組委員，以推舉或選舉方式來進

行，任期為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二）選舉結果：推舉朝陽陳學務長為工作小組委員，大家鼓掌通過。 
（三）明年 1 月 22 日至 25 日四天有一個學務參訪會議，於澳門大學舉行,目前

有 37 位學務同仁參加，請各校提供學務特色的簡報檔，與當地香港中文

大學及澳門大學進行交流分享。 
 

品德教育深耕經驗成果分享 
一、時間：101年 11月 30日 13：30~15：30 

二、地點：國際會議廳 

三、主持人：臺中教育大學林學務長彩岫、中臺科大許秀貞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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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講人：1.朝陽科技大學陳隆昇學務長 

2.明道大學周建明學務長 

3.育達科技大學柳金財長學務長 

4.中臺科技大學鄭敦友組長 

記錄：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吳亭潔 

中區品德教育深耕與推廣學校分別簡報(簡報資料略)，與大家經驗分享。 
（一）臺中教育大學生輔組：如何在預期的時間動員學生進行勞作教育課程並

達到預期的目標？ 
（二）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柳金財學務長： 

1.與社團博覽會進行結合，並與校內競賽獎學金結合，激勵學生參加。 
2.將勞作教育融入課程與辦理活動，感動學生並善用家長資源，提升學生

榮譽感，提供部分工讀金激勵學生參與。 
（三）朝陽科技大學陳隆昇學務長： 

1.堅持理念。 
2.勞作教育表現良好，經一年培育後，可擔任幹部並領取工讀金；若學生

有困難且無法領取任何補助，除提供急難救助金外，另安排勞作教育給

有經濟困難之學生 
（四）明道大學周建明學務長： 

1.養成習慣做勞作教育，成為一種傳統。 
2.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總務處執行，危險工作不由學生做，關鍵點為大

一導師，由導師帶領學生一同進行勞作教育。 
（五）中臺科技大學鄭敦友組長： 

一年級進行勞作教育，二至四年級進行三分鐘環保（擦黑板、撿垃圾、

排桌椅、關電燈、冷氣），透由課程讓學生對校園環境清潔之認同 
（六）臺中教育大學林彩岫學務長結論： 

服務學習與品德教育之推動皆須有堅定的理念，如此才能持續地推動。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一、時間：101 年 11 月 30 日(五)16：00~16：30 

二、地點：勤學樓 B1 國際會議廳 

三、主持人：中臺科大程副校長奕嘉 

記錄：諮商輔導中心吳亭潔 
（一）程副校長：謝謝各位蒞臨指導，在綜合座談的時間來進行經驗交流，學

務工作確實是非常繁雜，希望藉由今天的活動能了解各校的

經驗與內涵，鼓勵各校學務同仁繼續推動學務工作，培育學

生良好之品德教育。 
（二）中山醫大生活暨就業輔導組王組長：如何把教官的工作與職掌融合在品

德教育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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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中教育大學林學務長：請教官擔任生輔組組長，組長有教師與教官的

身分，在緊急應變方面的訓練豐富，能使學務工作順利推動。 
（四）程副校長：教官在輔導學生方面有一股安定的力量，當教官退休無法補

足時，會透由創新人力來補足校安人力，聘用具有教官的背

景之人力，順利推動學務工作。 
（五）明道大學周學務長：請教官擔任生輔組組長，教官是很重要的資源 
（六）建國科大劉學務長：教官在學校輔導學生，無論在任何場合，由教官集

合學生是有效率與快速的，一般老師是無法勝任的，教官在

學校是很重要的一個腳色。 
（六）中山醫大生活暨就業輔導組王組長：謝謝學務同仁對教官的肯定，讓教

官們願意繼續努力下去。 
（七）程副校長：教育政策永續發展，學務工作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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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 

 學      校 備  註 

1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年度績優學校 

2 中臺科技大學 年度績優學校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 

 
 

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蔡宛蓉 亞洲大學 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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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毓東 國立聯合大學 
學務處 行政組員(學務長

秘書) 
獲頒感謝牌 

4.  黎冠宣 國立聯合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行政助

理員 
獲頒感謝牌 

5.  陳麗鈴 中州科技大學 學務處 輔導員 獲頒感謝牌 

6.  銀敏如 嶺東科技大學 軍訓室教官 獲頒感謝牌 

7.  黃淑琪 嶺東科技大學 
生輔組 學輔專案約聘人

員 
獲頒感謝牌 

8.  陳啟文 中山醫學大學 課外活動組 約僱人員 獲頒感謝牌 

9.  王秀蓮 靜宜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傅善恆 朝陽科技大學 住宿服務組 組長 
獲頒年度優秀

學務人員獎牌 

2 蕭綉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學務處 組員 
獲頒年度優秀

學務人員獎牌 

3 陳明國 弘光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獲頒年度優秀

學務人員獎牌 

4 傅琡珺 逢甲大學 課外活動組 副組長 
獲頒年度優秀

學務人員獎牌 

5 林株啟 建國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員 
獲頒年度優秀

學務人員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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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
次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0.  林玲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輔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11.  王瀞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12.  胡春滿 明道大學 生輔組 行政助理 獲頒感謝牌 

13.  黃麗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輔導員 獲頒感謝牌 

14.  張玉嬌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15.  林裕富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 組長 獲頒感謝牌 

16.                                                                                                                                                                                                                                                                                                                                                                                                                                                                                                                                                                                                                                                                                                                                                                                                                                                                                                                                                                                                                                                                                                                                                                                           廖美智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約僱事務員 獲頒感謝牌 

17.  蔡素霞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生輔組 技士 獲頒感謝牌 

18.  陳駿林 環球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19.  吳素琴 中臺科技大學 辦事員(護理師) 獲頒感謝牌 

20.  游淑香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教師 獲頒感謝牌 

21.  劉裴斐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軍訓室 教官 獲頒感謝牌 

22.  吳顧鑫 修平科技大學 生輔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23.  林俊成 修平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組員 獲頒感謝牌 

24.  張玲鳳 僑光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

理 
獲頒感謝牌 

 
友善校園獎－特殊貢獻人員 

 
收
件
次
序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1 王正松 修平科技大學 教授(前學務長) 教育部頒贈 

2 柳金財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學務長 教育部頒贈 

3 梁美美 僑光科技大學 體育室 講師 教育部頒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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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本次活動包含會議暨品德教育，會中有朝陽科技大學陳隆昇學務長、明道

大學周建明學務長、育達科技大學柳金財長學務長、中臺科技大學林海清學務

長實施推動品德教育經驗分享，以提供學務全體人員對品德教育深耕與實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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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三次全體學務長會議回饋統計分析 

時間：101 年 11 月 30 日 (五) 08：30-16:30 

地點：勤學樓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講師：蘇玉龍 

本學期『中區大專校院第三次全體學務長』會議參與人數共計 70 人，問卷回收

共計 35 人，總回收率為 50%。 

一、研習內容 

(一)研習內容切合本次活動主題 

在研習內容切合本次活動主題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89%；其次

為「同意」，佔了 11%；「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

占了 0%。 

 

(二)研習內容能引發我的學習興趣 
在研習內容能引發我的學習興趣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100%；

「同意」、 「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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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內容可增進我對生命意義的認識 
在研習內容可增進我對生命意義的認識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89%；
其次為「同意」，佔了 11%；「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

了 0%。 

 
(四)研習內容可以增進自我價值的能力 
在研習內容可以增進自我價值的能力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89%；

其次為   「同意」，佔了 11%；「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各占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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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內容可增進我對生命意義的認識 
在研習內容可增進我對生命意義的認識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89%；
其次為「同意」，佔了 11%；「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

了 0%。 

 
(四)研習內容可以增進自我價值的能力 
在研習內容可以增進自我價值的能力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89%；

其次為   「同意」，佔了 11%；「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各占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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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會將研習內容理念化為實際行動 
在我會將研習內容理念化為實際行動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56%；

其次為  「同意」，佔了 44%；「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

占了 0%。 

 
 (六)課程內容有助於我應用生活中 
在課程內容有助於我應用生活中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78%；其

次為「同意」、「普通」，各佔了 11%；「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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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0%。 

 

 
二、行政準備 
(一)本次講座的時間安排我很滿意 
在本次講座的時間安排我很滿意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100%；

「同意」、 「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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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講座的會場設備很完善 
在本次講座的時間安排我很滿意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100%；

「同意」、 「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了 0%。 

 
 
 (三)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我很滿意 
在本次講座的時間安排我很滿意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100%；

「同意」、 「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了 0%。 

 
 (四)今後有類似活動，我很樂意參與 
在本次講座的時間安排我很滿意方面，以「非常同意」為最多，佔了 78%；其

次為「同意」，佔了 22%；「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各占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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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饋與分享 
1.參與本次的講座課程，您最大的收穫是： 
(1)GOOD！  
(2)非常棒！  
(3)更體會學務工作的重要性與紮根，盡一己之力做好應該做好的事。 
2.參與本次的課程後，對於往後的類似研習課程，你的建議： 
(1)要多辦理！ 
(2)多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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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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臺科技大學熱音社帶來精采的表演 



 51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致詞 

 

歐召集人代表頒獎給友善校園績優學校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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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召集人與中區優秀學務人員合影留念 

 

 
國立暨南大學蘇校長代表頒獎給優秀學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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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前常委何教授進財代表頒獎給優秀學務人員 

 

 
教育部前常委何教授與優秀學務人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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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國立暨南大學蘇校長

 

中區學務中心委員選舉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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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餐敘至中臺科技大學藝文中心用餐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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