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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跨區學務中心委員聯席會議 

壹、實施計劃 

「102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跨區學務中心委員聯席會議」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一）藉由實務經驗的分享，促進各項學務工作經驗交流。 
（二）增進四區學務中心委員互動，形成支援系統以達自我成長及統整資源之目的。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四、協辦單位：北 1區、北 2區及南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五、承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六、辦理時間：102 年 3 月 15 日(星期五) 
七、辦理地點：弘光科技大學 (台中市沙鹿區中棲路 34 號 )TEL:04-26318652＃1500    
八、參加對象：教育部官員、四區大專校院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工作人

員，約 40 人。 
九、活動內容：（一）邀請專家學者進行專題演講（二）經驗分享與討論、綜合座談  
十、活動議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08:30－09:00 報到 弘光科技大學

09:00－09:20 

開幕式 

主持人：教育部學務司劉仲成司長 

        弘光科技大學方國權校長 

中區學務中心歐聖榮召集人 

弘光科技大學

第三會議廳 

09:20－10:10 

專題演講 

講題： 生命教育 

主持人：國立中興大學歐聖榮學務長兼召集人 

主講人：法鼓山佛教基金會果賢法師 

弘光科技大學

第三會議廳 

10:10－10:30 茶敘  

10:30－12:00 

經驗分享與討論  

主題：1.現代宿舍書院發展之可能性與方向 

      2.校園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 

主持人：弘光科技大學陳玉舜學務長 

與談人：1.東海大學羅文聰學務長 
2.弘光科技大學衛保組廖芬玲組長 

弘光科技大學

第三會議廳 

12:00－13:30 午餐 寶雲別苑 

13:30－14:20 學務議題分享  

14:20－15:40 台灣陣頭文化初體驗~參訪九天民俗技藝團 九天文化協會

15:40－16:00 綜合座談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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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2 年 3 月 15 日(星期五) 

二、地  點：弘光科技大學第三會議室 

三、主持人：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劉仲成司長、弘光科技大學方國權校長、 

中區學務中心歐聖榮召集人 

紀  錄：白嘉鈴(弘光科大) 

四、出席人員：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劉仲成司長等長官、四區大專校院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

員及相關工作人員等（如簽到單）        

五、開幕式 

（一）弘光科技大學方國權校長致詞： 
歡迎與會的貴賓，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劉司長、楊科長及張小姐，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傅

瑋瑋專門委員、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林局長、果賢法師還有今天的主辦單位中

興大學的歐召集人以及來自各區大專院校的學務長委員先進。 
首先我代表學校在這邊熱烈歡迎今天貴賓的指導，這個會議的主辦我覺得非常重要！因

為我平常最怕接到的主管電話就是學務長的電話！因為接到學務長的電話只有２種：不是最

好，就是最壞！根據我的經驗告訴我，不是得獎、社團特優優異的表現，另外就是學生的車

禍！所以，所有學生重要的場合，我與會一定會要求教官、學務長還要校安中心的夥伴宣導

交通安全的重要！會議前我跟劉司長和學務處的一些先進短暫交談了一下，有很多學生自殺

的案件，顯示學校對落實生命教育部分有大力提升的必要！學生的抗壓性很低，那麼怎麼樣

透過聯席會議大力的來宣導，我想這是今天大家共同要做的課題！ 
今天代表學校歡迎蒞臨指導的貴賓先進，也希望透過今天的會議來分享大家寶貴的經

驗。希望今天這個會議能夠圓滿、成功！祝與會的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二）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劉仲成司長致詞： 

弘光科大方校長，陳學務長、中區的主辦歐學務長、在場有我們四區的委員好朋友、學

務特教司楊科長、美惠、傅委員等各位早安大家好！今年 1 月 1 號以後教育部已經組織改造，

有做一些整合、重新出發！那現在已經將近三個月，過去有訓委會、軍訓處跟特教小組整合

成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簡稱「學務特教司」。 
學務特教司是三個單位的合體，所以我們打算做一個研究案，以後會請各位多多來協

助！看看是不是可以把特殊教育及學生事務、學生輔導還有校園安全做一個整合、創新模式。

不論是縱向的統整，或是橫向的溝通協調，我們建構一個新的創新經營模式，這是在大專院

校部分我們希望今年度能夠把整合提出來！可以做為學校的一個ＳＯＰ或是工作參考流程，

給大家做一個參考。 
基本上還是會尊重大學的自主，讓大家去規劃辦理比較重要的、必須該注意的！像最近

很ㄏㄤ的除了生命教育、學生跳樓的事件，最近更嚴肅的就是藥物濫用的問題。在反毒反黑

反霸凌不是只有一個口號，藥物濫用在去年(101 年)一整年確認的個案是 2400 多案，與前年

（100 年）比起來 1800，數字是增加了 200 多。 
最近我們在看整個數字從 95 年開始是 200 多，如果比照 6、7 年前到現在成長的是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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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倍！我們這兩三年讓所有國中小包含高中的導師，有 24 萬人經過培訓，提高辨識力！老

師發現有問題就會送去篩檢！可是我們不能說因為辨識力提高所以篩檢的確認才提高，基本

上吸毒的人口是增加沒有錯，但是大專這個區塊還是有待處理，所以現在我們有在跟法務部

研究高中特定人員的名冊看怎麼移轉到大學，請大家一起來努力！至於校外的生活我們能夠

救一個、拉一個、能夠保護一個就算一個！ 
我們會把一些生命教育、品德教育、藥物濫用或著是霸凌的問題，在整合案裡面希望都

把它呈現！希望整合的計畫出來，讓學務長在學校裡面爭取資源的時候，經費就算不增加，

但也不要被減少。 
各位需要的資源如果不是太離譜、不是太苛刻，需要學務特教司幫忙的，我們盡量協助大家！ 

學務特教司希望學務工作能夠更精進、素質也能夠提升、也希望校園更安全、弱勢也能

得到安置，我想大概就是四個區塊，我們大家一起來努力。 
最近特別需要大家幫助，可能大家時有所聞而昨天又有兩位大學生吸毒死亡，媒體也有

報導，所以大家濫用藥物部分還有身心教育能夠多提醒老師跟同學互相關心互相關懷，用正

向的力量來協助周邊的朋友，祝各位順順利利、平安健康，大家一起來努力，謝謝。 
（三）中區學務中心召集人歐聖榮學務長致詞： 

各位夥伴大家早。會議前要感謝方校長對於學務工作的支持，在籌辦的過程當中也承蒙

學務長的支持，等下會有很豐富的內容，我想會有一些驚奇。歡迎大家到中部走走，天氣確

實好很多，在這裡我先介紹我們區內的委員。首先是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蔡佐良學務長、國立

勤益科技大學鄭志敏學務長、國立臺中科技大學李宏仁學務長、東海大學羅文聰學務長、朝

陽科技大學陳隆昇學務長、弘光科技大學陳玉舜學務長、中臺科技大學詹博州學務長以及學

務中心的謝執行秘書、張秘書及淑敏。以上先做這些介紹，謝謝。 
（四）北一區學務中心召集人林淑真學務長致詞： 

非常謝謝這次有這樣的一個機會，北區的學生因為是在都會地區，孩子的活潑性跟資訊

方面的發達，確實讓我們要花很多的心思。這是一個要付出愛心的工作，在這裡非常的謝謝

我們所有的工作夥伴，大家能夠努力的為了這些教學以外工作的付出。從我上任近三年半以

來覺得大家的工作是越來越加重，很多確時是學生個人的問題，包括生活和經濟上面的問題。

我們校長也確信在這個部分假如讓學生比較安定一點時，或許也可以減低一些問題的發生，

當然我覺得這個骨牌效應也影響很多，譬如說台大最近發生的事情沒多久，敝校也產生了這

樣的一個問題，還好樓層不太高，雖沒有即刻的生命危險，但是受傷也很重!這也就是造成我

們很大的一個困擾，我想日後也希望教育部能夠大力的支持每一個學校的學務工作，尤其在

學生心理輔導這一塊需要很大的支援。現在我們高關懷的個案非常的多，這時我們勢必要變

成學輔的工作還有導師以及軍訓老師們的協助，現在因為軍訓教官遇缺不補的情況，這也是

目前我們一個很大的難題。 
目前我們將導師的工作做一個提升，尤其最近我們在做比較大的變革，我們希望能夠成

功而且希望部裡能夠給我們支持，就是我們可能會將實際上的學科導師跟生活導師做一個區

隔，換句話說做生活的導師就是每一班的導師不再由教師來兼，因為授課已經夠忙了，他的

教學、研究，如何去面對一班三、五十個學生，甚至大的班級。所以我們很可能學術上由系

所自訂，但在生活上能另外拉出來，譬如多少的專業人員就近駐在系所，讓它變成一個專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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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後可以一人帶四個班，學生任何時間走進辦公室都可以看見生活導師，這部份必須要

去算學校的財力跟整個經費需要多少，這個人他也必須要有一點輔導的背景，等於是我們宿

舍裡面要有一個舍監的意思，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成功。最後介紹一下我們區內今天的夥伴

中原大學鍾文仁學務長、銘傳大學楊瑞蓮學務長、輔仁大學王英洲學務長、台灣大學賴喜美

副學務長及學務中心的鄭麗君秘書。 
（五）北二區學務中心召集人陳建宏學務長致詞： 

各位夥伴大家早安。首先介紹一下我們二區的學務夥伴，台灣科大王朝正學務長、龍華

科技大學王延年學務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柯志堂學務長、華夏技術學院洪錦珠學務長、慈

濟技術學院沈組長、亞東技術學院郭主任、馬偕護專張讚昌學務長及中心的賈大齡執行秘書。 
（六）南區學務中心召集人林啟禎學務長致詞： 

各位工作夥伴，大家早安大家好。相信我們北區的林學務長已經分享了很多學務工作甘

苦談，也感謝司長的解答。首先介紹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陳其芬學務長，正修科技大學林烈利

學務長，中山大學鄺副學務長、嘉義大學劉玉雯學務長、臺東大學郭李學務長、中正大學何

組長、南區學務中心劉秀霞小姐、蘇鈴茱小姐、鄭馨雅秘書。 
我想現在大學的教育裡面走向應該有三大方向，一個是拔尖(學生得獎為校爭光)，扎根

(我們做了很多扎根的事情，生活教育也在做扎根)，救溺(這方面，我們做了很多工作，需要

很多專業的素養)。我相信這樣的一個聯繫會議，對很多重要的議題，大家來截長補短，互相

學習，希望大家多多給我們指導。謝謝！ 

六、專題演講 
時  間：民國 102 年 3 月 15 日上午 9：30~10：20 
地  點：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室 
主持人：國立中興大學歐聖榮學務長兼召集人 
主講人：釋果賢﹙法鼓文化編輯總監﹚ 
講  題：生命教育（生活、生命、慧命－從色身到法身談佛教生命觀） 
演講重點： 
（一）生命的起源與緣起：如何看待人的差異。 

1.從今生可知的從生到死，生命為何有差別相？與誰有緣？ 
2.十二因緣從生到死，以及無盡的過去與未來。生死疲勞，永無盡期。 
3.輪迴的實相。唯有人可改變生命，因有苦樂參半的世間。 
4.時間的過程為「生命」、空間上的活動稱為「生活」、在時空中修福修慧「法身慧命」。 

（二）生命的構成與三世觀：看生命的生生不息。 
1.生命的無窮盡，生命的完結篇是甚麼？ 
2.西方淨土、天國、開悟……，都非終極目標。 
3.終極目標不可知，但方法是回到當下的人間，一念清淨、一念淨土。 

（三）生命在生活中還願再發願：了知人活的價值和意義。 
1.生命的目的、意義、價值：受報、盡責、奉獻。 
2.活得很快樂、累得很歡喜、病得很健康、老得有智慧、走得很安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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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靈環保讓生命淨化與超越。 
4.心靈環保的做法：正面解讀、逆向思考、進退有度、放下自我。 
5.轉化與超越：參、纏、慘、懺。 

（四）生命的超越與圓融：法界圓融、事事本無礙。 
1.尊重每一個體的差別價值，但差別不否定整體。 
2.和光同塵、相互輝映。 
3.自己 VS 自己、他人、環境、自然。超越時空、解脫自在。 
4.自我認識、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自我消融。 
5.散亂心、集中心、統一心、無心。 
6.放下了人我是非，宇宙萬物，原是沒有區隔的整體；消滅了敵我意識，一切眾生，無

非彼此扶持的伴侶。 

七、經驗分享與討論  

時  間：民國 102 年 3 月 15 日上午 10：30～12：00 
地  點：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室 
主持人：弘光科技大學陳玉舜學務長 

主題(一)現代宿舍書院發展之可能性與方向 
與談人：東海大學羅文聰學務長 
演講重點： 
（一）學生問題與出處？ 

1.學生沒學習動機？學生不願意付出？學生價值觀偏差？學生沒有思辯力？ 
2.學習態度、生命價值觀、思辯表達、多元全球化……生命轉化 

（二）21 世紀企業想要甚麼樣的人才？ 
1.學習力與可塑性佔 49.8％、態度主動積極 49.8％、專業知識與技能 43.4％、配合度與

穩定性 42.3％、責任感與自我管理能力 40.7％(2011 遠見雜誌) 
2.道徳感、前瞻性的看法；啟發性的態度、執行力；樂觀、謙虛、適應力；有魅力、有

改變能力(張忠謀) 
3.創新實踐者、跨領域合成者；三商兼高者 IQ、EQ、SQ；高效能溝通者、熱愛工作者；

積極主動者、樂觀向上者(李開復) 
（三）Derek Bok 大學教了沒？ 

表達能力(寫作與口語溝通)、思辦能力、道德推理能力、履行公民責任的能力、迎

接多元化生活的能力、迎接全球化社會的能力、廣泛的興趣、就業能力 
（四）立校精神與企業要的人才特質 

1.服務實踐、品格道德、追求真理、價值尊嚴、基督信仰(立校精神) 
2.謙沖為懷、宅心仁厚、意志堅強、勇敢無懼(Ato A+) 
3.忍耐恩慈、謙卑尊重、無私寬恕、誠實守信、犠牲奉獻(僕人領導) 
4.誠信正宜、寬恕快樂、崇高理想、自信自重(李開復) 

（五）推動轉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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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累積動能-博雅學習 生命轉化-尊業學習 適性分流-多元開創 學用合一 
 2011 大學入門(啟動心的改變)-活動單元 思想主軸 行動意識 
 2012 大學入門-進大學門、爬人生樹、爬樹、希望之夜(竹蜻蜓) 

衝進門、校長跳騎馬舞、求真、篤信、力行(教材) 
真人生命講堂、東海巡禮上萬人次 FB 留言(校友) 
引導反思 a 體系、維基經濟 

 大規模推動的椅靠：學生投入 
 大學引導課：大學是什麼？(求真素養 探索與反思「什麼是人？」) 

大學怎麼學？(篤信素養 相信大學應有的學習態度) 
大學怎麼活？(力行素養 實踐有意義的日常生活) 

 ̇住宿學習：翱翔青春，從家開始 
 勞作教育：核心價值-修己、學習、態度、關懷、儲值、團隊、歸屬、成長 

（六）品德與靈性教育 
 認識和思考道德問題的能力可教 
 道德實踐在日常的生活中的能力無法教 
 營造一個重視道德的環境感染學生建構活動、體驗、典範、環境、氛圍 

主題(二)愛滋疫情概況與年輕族群之防治 
與談人：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林明誠局長 
演講重點： 
（一）愛滋疫情概況與年輕族群之防治 

1. 73 年至 101 年累計愛滋病毒感染者女性約 1707 人，男性約 22532 人。 
2. 73 年至 101 年通報感染人數依年齡統計，15-24 歲共通報 4716 人，佔所有通報人數之

19.5％，這幾年持續成長，19-24 歲目前上升速度最快。 
3. 15-24 歲 2011 年通報個案危險因子包含男男間性行為 472 人、異性間性行為 63 人、注

射藥隱者 3 人、其他 6 人。 
4. 73 年至 101 年統計 19-24 歲感染者曾使用毒品作為娛樂性用藥人數為 11％，未曾使用

毒品作為娛樂性用藥人數為 89％。 
5.全國 22 縣巿只有 4 縣巿沒有 HIV 感染人數，愈都會化地區傳播速度愈快。 
6.發病個案之醫療費用每位每年約 30-35 萬，治療時程以 35-40 年計算，每人治療成本約

1000 萬，近 4 年增加約 2060 人，投入金額約 206 億。 
（二）面臨挑戰 

1.年輕族群及男男間性行為族群感染人數激增 
(1)感染族群年輕化，15-24 歲年齡層人數增加率最高 
 在學人數逐年增加 

(2)傳染途徑以男男間不安全性行為為主 
 71％同志透過網路尋找性伴侶，非固定性伴侶比率高 
 合併使用娛樂性藥物比例高（＞18％），增加危險行為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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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歧視與偏見問題 
2.男女性別比逐年加大，男性感染危險行為主要是男男間性行為，女性注射藥癮為主。 

（三）愛滋防治第五期五年計畫 
計畫期程：101 年-105 年 
目標： 
1.新增感染人數年增率降至 4％(近 10 年性行為感染年增率 10％) 
2.15 至 24 歲年輕族群新增感染人數降至 1％(100 年年增率 13％) 
3.男男間性行為者新增感染人數降至 7％(100 年年增率 16％) 

（四）校園愛滋防治教育重點 
1.多元性別教育及尊重多元性別 
2.強化男性學生自我保護、自我權益及法律概念、性侵害或性騷擾態樣之教育及求助管

道之建立 
3.倡導禁慾及延遲性行為的發生 
4.保險套正確使用的教導 
5.認識愛滋病及其傳染途徑、娛樂性藥物使用增加不安全性行為風險之危害、預防方法、

早期接受檢查 
6.培養對愛滋病感染者關懷與接納的態度 

（五）結語 
網路約炮風險高  愛滋上身就難好 
一人得病千萬耗  國家資源被吃倒 
注重預防勝治療  危險行為要減少 
若要親密先戴套  不幸性侵快服藥 
千金難買早知道  悔恨當時轟趴跑 
吸安搖頭把孽造  以身試毒最糟糕 
多重伴侶易病倒  愛滋不遠在周遭 
群策群力勤衛教  防疫看我從今朝 

國立成功大學林啟禎學務長分享： 
我本身是醫師，雖然不是專門學感染的，但有一些想法分享： 
台灣的愛滋病原產生原因分為三個階段；1.輸血(使用了污染的血液)2.吸毒(共用針頭)3.

男男間性行為(在醫學上有絶對的根據。正常的男女性行為，皮膚為外胚層組織，其保護性較

高。肛門為內胚層組織細胞，相對沒有保護作用，較容易感染。) 
由統計表可看出，在使用美沙酮及提供免費針頭等策略下，94-95 年的數據快速掉下是

其主要原因，這部份衛生署同仁們確實花了很多的心血。 
對於結語部份有做了小小修正，提供給大家參考： 

網路約炮風險高  愛滋上身就難好 
千金難買早知道  注重預防勝治療 
多重伴侶易病倒  危險行為要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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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恨當時轟趴跑  愛滋不遠在周遭 

 
與談人：弘光科技大學衛保組廖芬玲組長 
演講重點： 
（一）校園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計畫目標 

此計劃由健康促進的 6 大範籌規劃、推廣，需要校內各單位及校外單位的支援，大家

一起來做 
1.在學校衛生政策方面：能強化及落實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相關法規，並且建立機制及

協調、整合相關資源。 
2.在健康服務方面：提昇青少年正確性知識、性態度與性傳染疾病預防觀念，並能提供

學生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輔導及轉介。 
3.在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方面：能適時融入性教育有關之創意教學與活動，提昇性健康

知能。 
4.在學校物質環境方面：能為性教育提供良好的環境及措施配合。 
5.在學校社會環境方面：能在尊重關懷接納的氛圍下，建立和諧共處的關係，營造友善

校園。 
6.在社區方面：結合社區資源，辦理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活動，共同落實校園性教育工

作。 
（二）青少年性傳染病暨性教育教學重點 

1.建立正確、健康的性知識與觀念，糾正錯誤知識與觀念。 
2.培養良好的異性友誼觀，並尊重不同的性取向。 
3.學習在團體中建立友誼、溝通技巧，了解學生之人際關係衰退。 
4.學習健康的邀約，認識喜歡與戀愛的不同，學習固定對象的約會及在戀愛中成長。 
5.認識媒體中之色情引誘並避免成癮。 
6.生理親密異線之抉擇與拿捏，避免婚前性行為。勇於啟齒，羞於去做。 
7.分手的決定、表達與情緒調適。 
8.尊重生命的可貴、了解優生與避孕，避免青少年懷孕。 
9.性傳染病是許多不同的病，主要傳染途徑是性行為，因生殖器官係黏膜組織，僅能在

其上生存，目前最多的是非淋菌性尿道炎(披衣菌)。 
10.有史以來嚴重的性傳染病-愛滋病。 
11.I´m OK,You 卜 are OK,It´s OK.避免性侵害，尤是約會強暴，並認識和避免性騷擾。 
12.以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性健康促進、課外活動配合，整合相關議題與資源) 

（三）弘光科技大學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推展經驗分享 
1.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包裝與行銷 
弘光健康超人十大健康超能力 
健康吃、快樂動、天天量體重、天天超 FUN 鬆、打擊三高、要喝白開水、防癌作戰、

超性福、救人能力、健康體位 
2.志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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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輔導成立健康天使服務隊，以協助校內、外健康促進相關活動，推廣衛生教

育。藉由培訓活動，培養志工學生統籌協調的能力，並增進良好且正確的保健知識，以

落實健康服務的理念及發揮服務精神！ 
3.社團榮耀 
「健康天使服務隊」張瑩柔社長，參加杏陵基金會舉辦之性教育種子培訓營，推動性教

育成果顯著，於 100 年獲頒「保德信青少年志工菁英獎」。 
4.性教育暨愛滋防治宣導活動 

(1)校園性教育週系列活動 
(2)性教育論談 
(3)「愛滋病防治」班際才藝競賽活動 
(4)優生保健活動 
(5)「性」福童年-社區兒童性教育活動 
(6)社區國中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 

5.友善營造校園環境 
(1)設置性教育主題專欄櫥窗，文章分享及海報張貼 
(2)廁所張貼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標語。 

（四）結語 
 生命來自感動，希望以我們的熱忱感動學生，引發學生生理、心理社會健全發展，落實

全方位的性教育。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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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活動花絮 

    

簽到處 

    

     

長官致詞 

     

各區學務中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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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生命教育 主講人：法鼓山佛教基金會果賢法師 

 

    
經驗分享與討論:1.現代宿舍書院發展之可能性與方向 主講人:東海大學羅文聰學務長 

 

    
政策宣導：愛滋疫性概況與年輕族群之防治  主講人：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局局長林明誠 

     
經驗分享與討論:2.校園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    主講人:弘光科技大學廖芬玲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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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寶雲別苑用餐(四區召集人與教育部劉司長楊科長合影) 

     

政令宣導(學務特教司楊科長)               寶雲別苑專人導覽 

    

台灣陣頭文化初體驗:參訪九天民俗技藝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