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類別：其他） 

 

 

 

 

 

2013 港澳臺三地學務工作研討會- 

高等教育學生事務與住宿式書院研討會 

 

 

 

 

 

 
服務機關：國立中興大學 

姓名職稱：歐聖榮 教授兼學務長暨 

                 中區學務中心召集人 

          謝禮丞 副教授兼副學務長暨 

                 中區學務中心執行秘書 

          黃淑敏 中區學務中心秘書 

派赴國家：中國澳門、廣東 

出國期間：102 年 1 月 22 日-1 月 25 日 

報告日期：102 年 2 月 20 日 



 1

摘要 
 

國立中興大學擔任教育部中區學務中心，每年辦理不同議題的學務參訪活動，

以增進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工作的交流與創新。本次活動因應近年來住宿學習與國際

化的議題，離開臺灣地區，前往澳門與澳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之學

務工作主管人員研討交流，除了可以交換學生事務的經驗外，針對住宿式的書院學

習更可以增廣見聞。 

歐聖榮學務長以中區學務中心召集人的身分，介紹中心運作的情形與中區各校

的學務特色，也委請東海大學及弘光科技大學針對博雅學習與住宿學習代表臺灣中

區做分享，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亦分享各自學校的學務工作與未來發展的方

向，地主-澳門大學聘請前東海大學程海東校長前往擔任學務副校長，之前程校長在

東海大學推展博雅書院的經驗，加上到澳門大學的國際化宿舍書院的推展，更讓此

行收穫滿滿。 

澳門大學的新校區超過一百公頃的用地，宏偉的建築物，在對岸的廣東珠海，

於今年年底要入駐新校區，預期將有一番新氣象。參觀珠海的中山故居，讓中區學

務長們更有一番體驗，理解到中國比以往重視歷史等文物的維護與宣揚，未來對陸

生到臺灣就學的一些溝通或照顧也更有實際的體會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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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立中興大學擔任教育部中區學務中心，每年辦理不同議題的學務參訪活動，

以增進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工作的交流與創新，更祈能增加學務工作的競爭力。本次

活動因應近年來住宿學習與國際化的議題，離開臺灣地區，前往澳門大學，除了可

以交換學生事務的經驗外，針對住宿式的書院學習更可以增廣見聞。 

 

貳、過程 

 

一、拜訪臺灣駐澳門辦事處 

 

1/22 為澳門國父紀念館（臺灣駐澳門辦事處）休息日，但是處長與工作人員為

了我們這團的來訪，特地放棄休假，等待我們下飛機後即刻接待我們，並由處長親

自歡迎與做簡報，同時準備道地的葡式蛋撻接風，讓學務長們十分感動。尤其知道，

處長也是中興大學的傑出校友，更是與有榮焉。 

代表處的地原為國民黨所有，以往均以此為中華民國的聚會與辦事處，之後成

為私人代表，但是仍舊功能性的為臺灣駐澳辦事處。國父元配盧太夫人晚年在澳門

定居，住於此居所，1952 年逝世於此故居，1958 年將此故居改為「澳門國父紀念館」。

盧太夫人之起居室也開放供參訪者體驗昔日風采。紀念館內有一座花園，花園內之

國父銅像是國父日籍友人梅屋庄吉所獻紀念品，此為該友人捐贈民國政府的四座國

父銅像之一。 

在此地是澳門回歸中國大陸後，唯一在節慶時可以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地方，

內部也佈置了許多國父的墨寶等文物，雖然國父在澳門時並非居住於此，國父在革

命成功後，的確在此街道（文第士街）建置一棟小洋房，後因意外事件受波及，澳

門政府事後賠償，加上孫科以廣東省民政廳長之補助，1932 年才將舊居改建成現狀。

寬廣的場所與國旗等代表中華民國的文物，還是帶給我們溫暖與景仰的感受。 

 

二、兩岸三地學務工作研討會 

1/23 上午 9 點即展開研討會的行程，除了來自臺灣的 14 所大專校院學務長暨學

務工作夥伴外，還有來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著名大學的學

務長暨工作夥伴，加上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 7 所澳門大專校院的學務長暨代

表，陣容十分充實。 

首先由澳門大學的程海東副校長以「二十一世紀的學生教育－硬實力和軟實力」

專題演講揭開序幕，讓與會夥伴除了對現行工作有所啓發外，還對未來學務工作的

創新與願景提供思考與規劃的方向。 

接著由歐聖榮學務長代表臺灣中區大專校院做專題演講「臺灣中區大專校院學

務工作重點」，將中興大學的學務特色與擔任教育部中區學務工作協調中心的工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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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淺出的介紹，接著以與會中區代表學校的學務工作特色做介紹，每校約 3-4 張

投影片，多元且精彩的內容，讓與會其他代表深表敬佩與感動。 

在臺灣經驗分享完成後，依序由香港經驗及轉變中的澳門經驗上場。香港大學

學生事務長兼通識教育總監周偉立博士以「學生事務與學生學習的融合」進行演講，

香港中文大學敬文書院院長楊綱凱教授發表「現代大學的書院：傳統與創新」；地主

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長余小明博士以「巨變中的澳門大學：對學生事務的挑戰」做精

彩的報告，也讓大家知道今年度有新校區的搬遷，軟體的規劃加上十分完善的硬體

設施，令人印象深刻。 

時間已過午十分多，簡單用過午餐後，即馬不停蹄參訪東亞書院，實際體會書

院的軟硬體，由學生代表以流利的英文介紹與心得分享，加上幾位負責同仁的介紹

與回應，更能深入了解書院的運作與對精英學生的培養效果等，收穫滿滿。 

回會場之前，遠眺位於廣東珠海的橫琴校區。超過一百公頃的校地，約 80 棟的

大小建築，讓人印象深刻。預計今年下半年可以入駐，擴大招生。 

回到會場，繼續進行三場次的住宿式書院專題報告。首先由澳門大學珍禧書院

院長華佐治教授發表「眾多建立住宿式書院的好原因」，以一名無名的澳洲學生在船

上建置個人宿舍談起，十分引人深思。接著由本團隊的東海大學羅文聰學務長以「東

海博雅再現」介紹東海經驗與再精進書院學習的內容，看到整個新生訓練整齊劃一

完成初學動作全體的欣悅與感動，讓與會人士深受感動。最後，弘光科技大學陳玉

舜學務長就「多元宿舍之另類發展」壓軸，舉出許多令人深思與感動的例子，做了

很好的結尾。 

綜合討論與總結討論均能激發熱烈的回響，不論是臺灣的夥伴或是港澳的學務

夥伴，都能提出令大家鼓掌的好見解，似乎難以停止熱烈的交流。延續此討論到晚

餐中，私下交換意見仍然熱絡。從上午 9:30 到晚上接近 9:30，將近 12 小時的研討會，

原應該是兩天研討的行程，卻能在大家不顧勞累的情況下，於一天內完成，十分不

容易。或許是港澳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學務活動，大家抓緊機會，互相討教與分享，

似乎有相見恨晚的感覺。 

詳細的會議流程如下表所示，唯一的順序變動為大合照改至程海東副校長之專

題演講完成後，其餘均依行程進行，惟整體時間有拉長了些，也有演講題目稍微做

文字的修改，內容均沒有異動。 

2013 年高等教育學生事務暨住宿式書院研討會 細部流程表 

09:00 – 09:20  報到 (於澳門大學何賢會議中心HG03室) 

 

09:20 – 09:30  大合照(於九龍壁前，請所有主持人及演講嘉賓站第一排) 

 

09:30 – 09:35  開幕詞：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長余小明博士 

 

09:35 – 10:00  主題演講：《二十一世紀的學生教育－硬實力和軟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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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門大學學生事務副校長程海東教授 

 

上午會議 

主持人: 台灣東海大學學務長羅文聰教授 

 

第一環節：台灣的校院 

10:00 – 10:30  《台灣中區校院之學務工作重點》 

               - 台灣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校長蘇玉龍教授及中區學務中心召集人歐聖

榮教授 

 

第二環節：香港的經驗 

10:30 – 11:00 《學生事務與學生學習的融合》- 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兼通識教育總監

周偉立博士 

 

11:00 – 11:15  茶點 

 

11:15 – 11:45 《現代大學的書院：傳統與創新》- 香港中文大學敬文書院院長楊綱凱

教授  

 

第三環節：轉變中的澳門 

11:45 – 12:15 《巨變中的澳門大學：對學生事務的挑戰》- 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長余小

明博士 

 

12:15 – 12:25   討論環節   

 

12:25 – 12:30   由余小明博士向蘇玉龍校長、歐聖榮召集人、周偉立博士及楊綱凱教

授致送記念品 

 

12:30 – 13:45   午餐  

 

13:45 – 15:15   校園遊覽（包括參觀東亞書院及遠眺橫琴校園） 

 

下午會議 ：澳門與台灣住宿式書院的經驗 

主持人：澳門大學東亞書院院長姚偉彬教授 

 

15:30 – 16:00  《眾多建立住宿式書院的好原因》- 澳門大學珍禧書院院長華佐治教授 

 

16:00 – 16:30  《東海博雅再現》- 台灣東海大學學務長羅文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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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 16:45   茶點 

  

16:45 – 17:15  《多元宿舍之另類發展》 -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學務長陳玉舜教授 

 

17:15 – 17:25  討論環節 

 

17:25 – 17:30   由余小明博士向羅文聰學務長及陳玉舜學務長楊綱凱教授致送記念品 

 

17:30 – 18:00  會議主持人簡報、分享及總結討論 (由余小明博士主持、羅文聰學務長

及姚偉彬教授作簡報) 

 

18:30 – 20:30  晚宴 

 

三、參訪珠海中山故居 

 

忙了一整天的研討會，1/24 白天前往對岸的廣東珠海參訪。國父孫中山先生的

翠亨村故居，幾乎所有學務長與工作夥伴都未曾造訪，難得有此機會，利用足夠的

時間慢慢品味。從外洋內中的建築，體驗國父雖然受西式教育，內心仍緊繫中國的

文化，內部文物與外部擺置物件，讓我們感受國父自幼的生活與如何受到啓發，才

有中華民國的產生。許多文史敘述與臺灣保存與傳遞的類似，也有一些以往沒有明

確接觸的訊息，讓我們教育工作者，得以客觀地重新認識歷史與我們的國父。另外，

也感受到中國政府與以往的不同，並沒有一昧的為了醜化國民黨而扭曲歷史，這是

令人印象深刻的額外收穫。 

結束參訪行程，於 1/25 經澳門飛返臺灣，結束豐碩的兩岸三地學務工作研討與

交流活動。也受到澳門大學邀約下次到新校區更大規模的進行學務工作的研討會，

讓這次起始的優質活動能持續進行。 

 

參、心得 

此次兩岸三地的學務研討會，經過事前本校協助學務中心的工作同仁與澳門大

學辛苦連絡、討論、調整與安排，讓活動圓滿落幕，中區學務長們讚不絕口，難得

的經驗交流，打破以往只有在國內校院間的分享與交流的極限，看到國外學校的學

生照顧部份，我們有值得他們借鏡的好做法與經驗，從他們身上也看到更有許多值

得我們臺灣可以繼續改善的觀念與做法。 

不故步自封，敞開心胸，學務工作截長補短，越多的交流與衝擊，對於每日多

變的多元學生問題，更能精進我們的做法，讓學務工作真的可以提供學生課堂外的

優質學習環境，啓發學生客觀且多元又具有國際觀的視野。當然，首要學務長與學

務工作人員必須要隨時充電，接受新觀念，以創新的思維精進學務工作，才是學生

與國家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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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錄 

一、拜訪臺灣駐澳門辦事處 

 

澳門辦事處前合影 歐學務長感謝處長的接待 

請暨大蘇校長代表致贈中區紀念品 中台科大林學務長提問 

 

二、兩岸三地學務工作研討會  

研討會會場 研討會開幕介紹歐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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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東副校長專題演講 與會兩岸三地學務人員合照 

歐學務長介紹臺灣中區學務工作 香港大學周學務長演講 

香港中文大學楊院長演講 澳門大學余學務長演講 

港澳臺三地分享結束之討論 合影後方為澳大廣東新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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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參訪澳大之東亞書院 書院博士班學生現身經驗分享 

 

歐學務長提問 參訪書院簡介一隅 

澳大珍禧書院華教授演講 東海大學羅學務長演講 

弘光科大陳學務長演講 澳大程副校長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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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學務長代表中區致贈感謝牌 歐學務長致贈中區錦旗與興大特產 

歐學務長感謝澳大余學務長 中區與會人員與地主於會場合影 

  

三、參訪珠海中山故居 

外觀西式內部中式的中山故居 中山紀念館 

促進大同自由鐘一景 廣東參訪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