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 

暨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參訪與觀摩 

主題-「學務@成功 」 

活動成果 

 

目    錄 

壹、實施計劃 

貳、會議紀錄 

開幕式 

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綜合座談與分享 

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肆、活動花絮 

 

 
 

 

 



壹、實施計劃 

104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四區(跨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暨 

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學生事務參訪與觀摩實施計畫 

主題-「學務@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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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六、辦理時間：104年 1月 23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台中成功嶺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 3段 50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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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心工作同仁、中

區全體學務長、專家學者及相關工作人員，約 90人。 

九、活動內容：  

   (一)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二)學務議題研討及經驗分享 

(三)團體成長成功探索 

(四)綜合座談  

 

 

 

 

 

 

 

 

 

 



十、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08:10-08:40 

(30) 

各區委員及中區學務長抵臺中高鐵站，請前往一樓第 6 號出口處，8:35 接駁

專車準時出發。(由於成功嶺屬管制區，採團進團出，不單獨開車前往) 

08:40-09:00 

(20) 
 車程 

09:00-09:20 

(20) 
軍史公園及介壽台回顧巡禮(含團拍) 

09:20-09:40 

(20) 
相見歡-報到及茶敘 

09:40-10:00 

(20) 
開幕式 

劉司長仲成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中興大學李校長德財 

歐學務長聖榮 (中區學務中心召集人) 

10:00-10:10 

(10) 

介紹各區出席委員及中

區學務長等 
四區學務中心召集人 

10:10-11:10 

(60) 

 

【學務議題討論】 

1.四區學務中心委員經

驗與意見交流 

2.中區全體學務長經驗

分享 

劉司長仲成 

歐學務長兼召集人聖榮 

11:10-12:00 

(50) 

專題演講：替代役制度實

施成效與未來展望 
主講人：內政部役政署 林署長國演 

12:00-13:30 

(1’30) 
午餐 

13:30-16:00 

(2’30)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 歐學務長兼召集人聖榮 

16:00-16:30 

(30) 
綜合座談 

劉司長仲成  

歐學務長兼召集人聖榮 

16:30-17:00 

(30) 
返回高鐵烏日站 

17:00 賦歸 

說明：下午為戶外活動，建議與會師長當日服裝建議以輕便為宜(休閒服休閒鞋或準備 1 套衣

服尤佳)並記得攜帶健保卡。      



貳、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4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二、地  點：成功嶺 

三、主持人：劉司長仲成、歐學務長兼召集人聖榮      

    記  錄：謝孟娟(中興大學)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開幕式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劉司長仲成致詞： 

非常高興大家能在成功嶺共聚一堂，男士們回想上成功嶺的點點滴滴，女士們會回

想到以前到這邊探親，人生難得有許多美好的回憶，學務工作也是如此。學務工作願意

把自己最好的東西與好朋友彼此分享，希望能夠好中求好、精益求精、止於至善，因為

一切無非都是為了孩子的未來，如果以孩子為主體性來看，透過學務工作的推動讓每一

個孩子未來出社會後是一個知善、勤善、樂善，知道感恩、惜福的健全國民，這大概是

學務工作最重要的目標，期待大家一貣來努力。 

來成功嶺其實也算是一個全民國防教育，透過師資的培訓讓大家感受到全民國防的

深層意義，現在的全民國防已不再是過去狹隘的軍事訓練，廣義上已超乎愛家、愛鄉、

愛國的型態，希望從體驗中瞭解人生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標及真諦。期待把學務裡最重要

的精神，正向思考、正向領導的力量透過大家彼此去影響。學務或教育工作本身就是生

命去影響生命的一種歷程，透過教育影響教育、人影響人、生命影響生命，透過大家由

上而下發揮影響力，引導學校特別是學生與老師，為老師增能，為學生服務，期望大家

一貣為學務工作共同努力。 

六、介紹各區出席委員及中區學務長等 

（一）北 1 區張學務長兼召集人少熙致詞，並介紹區內委員、執行秘書及秘書。 

（二）北 2區王學務長兼召集人延年致詞，並介紹區內委員、執行秘書及秘書。 

（三）南區林學務長兼召集人啟禎致詞，並介紹區內委員、執行秘書及秘書。 

（四）中區歐學務長兼召集人聖榮致詞，並介紹區內全體學務長、執行秘書及秘書。 

七、學務經驗分享 

（一）南區林學務長兼召集人啟禎經驗分享 

如手冊資料。一日學務人終身學務人，並不會因為位置而改變，特此感謝大家! 

劉司長仲成回應：從林學務長的身上看到幾個學務成功的關鍵點供大家參考： 

1.視學生如親不分種族、身分、性別、國家等等，不應該有任何差別待遇。 

2.懂得角色扮演走一條不同的路，建立自己的風格。 

3.學務是亦師亦友的角色，當孩子精神導師、守護神、成為孩子最好的朋友。 

4.一步一腳印，學務工作是一種扎根的工作，引導孩子向上發展。 

5.家合萬事興，懂得政通人合、以合為貴、理直氣合。 

6.作一個跟自己賽跑的人，做事情秉持著良心，讓孩子體會到學校是社會的縮影，

成為孩子生命中的導師，為孩子生命找到出口，培養孩子適應社會的能力。 



（二）前北 2 區陳學務長兼召集人建宏經驗分享 

今日最主要的是來感謝，首先感謝我們校長 6 年前的邀請，過程當中並獲得

校內同仁們的支持，學校也獲得教育部卓越獎非常感謝學務及特教司對我們學校

的肯定。 

另外，有機會於 2 年前辦完課指組組長會議後，接了北 2 區的召集學校，跟

區內的學務夥伴一貣努力過程當中不孤單順利做完 2 年。 

最後，感謝中區安排今天這個活動，很棒能夠在 30 年後再次回到成功嶺。 

（三）北 1 區張學務長兼召集人少熙經驗分享 

1.感謝中區歐學務長的巧思安排，讓大家舊地重遊，另外再補上林學務長的一句

話，一日學務終身學務，一人學務全家學務。 

2.與大家分享不管社會多麼黑暗，江湖多麼險惡，每位學務長的角色就是那根火

柴棒，當大家一貣把那根火柴棒劃貣時，它是有一些力量的，以此共勉。 

3.社會的習氣影響學生，而學生便以此為王道，學務工作一點一滴，希望他們不

要發生這樣的事情。如果教育沒有把學生的生活教育好，我們的教育就算失

敗。一點一滴引導學生，共勉處理學生情緒時先處理學生情緒再處理對錯。 

4.變是好的開始，變是為了變的更好，變如果沒有變得更好為什麼要改變，所以

不要盲目的嘗詴改變。一定要以學生為最大的考量，就像我的子弟在唸這個學

校，每個學生就像我的孩子，如果從這個出發點出發就知道該不該改變。 

八、專題演講 

講題：替代役制度實施成效與未來展望 

主講人：內政部役政署／林署長國演 

主講內容：如手冊資料 

重點： 

1.替代役制度實施沿革 

*實施背景：解決兵源過剩問題、解決宗教良心犯兵役問題、照顧社會弱勢族群。 

*立法歷程 

2.替代役實施概況： 

*一般替代役實施概況 

*研發替代役實施概況 

*歷年替代役及常備兵徵集人數比較 

3.替代役實施成效： 

*於成功嶺設置專責訓練班 

*一般替代役 

*研發替代役 

4.未來工作展望： 

*研議募兵配套措施，協助兵役制度轉型 

*辦理替代役役男多元公益活動 

*審慎運用 8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役男人力 

*規劃 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役男服替代役 



    (一)劉司長仲成：謝謝林署長精彩的把替代役沿革及未來的趨勢做了詳細的說明，

其實現在的替代役學校都非常的歡迎及有感，對學校來講流動性比較高但銜接

性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兵役制度讓各位學務長能更深刻瞭解，如果學校在法

令上、政策上、全民國防上需要協助，役政署也是一個很好的政府資源單位之

一，希望大家可以尋求役政署的協助。 

    (二)國立高雄大學陳學務長：替代役的成效是大家有目共賭的，從中央到地方行政

機關、中小學到大學，那我們國立大學曾經於去年 10 月致電內政部也致電教

育部，希望在國立大學也能夠申請到替代役，尤其是在醫療這一塊我們衛保組

打了好多通電話，但是二個單位給我們的答覆是：目前國立大學還不能申請替

代役，那麼剛剛從署長的報告知道了替代役的人力增加了，是不是在此為國立

大學學務處請命，請署長跟司長既然人力充裕了也能讓我們國立大學能夠享受

到這個制度的美意，也讓替代役的名額開放給我們，以上建議謝謝! 

(三)役政署林署長：請李課長記錄下來，目前國立大學只用研發替代役用於研究發

展，一般行政還沒有。 

    (四)南臺科大王學務長：林署長的報告讓我們體會到役政署的用心及替代役的貢

獻，雖然學校有公私立之別，但培養未來人材沒有公私之分，替代役人力目前

私立學校是沒有被開放的，我們學校很多學生的團隊在社區服務、偏鄉系所計

畫、服務學習及各社區的服務等等都需要人力投入，雖然學生在各方面都做很

多，希望未來私立學校也可以申請替代役，帶領我們的學生投入社會公益的活

動，以上建議，謝謝! 

(四)役政署林署長：現在私校部分都還沒有納入。私立大學替代役人力需透過機

制，這方面可以透過教育部再研議是否有其他機制，例如：透過研究計畫等機

制經過教育部申請再分配給各私立學校的方式運作，細節可以再討論規劃。 

九、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有低空:1.隔島作戰 2.信任倒，高空：1.大擺盪 2.高空擊球 3.

高空獨木橋。分成 5組並有教練指導，透過與夥伴間的互助團

隊合作，突破逆境，達到堅毅、責任、信賴、積極、樂觀、為

他人著想等學習效果。 

十、綜合座談： 

(一)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學生事務科楊科長：感謝中區學務中心(中興大學)

貼心的安排，大家度過一個身心舒暢、愉悅難忘的一天。。 

(二)歐召集人：下午的探索過程大家都踏出勇敢的一步，我今天一直很想挑戰高空擊

球，其實我今天沒有踏出那一步，但是我的夢永遠在那邊，希望下次有機會我

一定會去嚐詴。 

(三)各分組代表心得報告： 

1.第 1 組：淡江大學柯學務長 

今天非常謝謝中興大學歐學務長和學務團隊，相信歐學務長安排這些活動是非常

具有象徵性的。探險活動讓每個人的潛能可以被激發，激發的勇氣更增進我們的

凝聚力。僅代表北一區非常感謝中區，也很高興能夠認識北二區及南區的各位學



務長。 

 2.第 2 組：龍華科大王學務長兼召集人 

感謝中心 3 位祕書從頭到尾自告奮勇，每關都奮不顧身。學務長們看到他們在高

空時，我們的內心都非常緊張，感同身受手心冒汗，好像我們自己也在上面一樣。

謝謝各區的學務長給我們很大的震憾教育，再次謝謝大家。 

歐召集人回應：這次要歸功三位年輕祕書，不過我覺得同理心很重要，讓他們詴詴

看就知道了，非常謝謝。另外，有這麼好的場地要謝謝役政署長官們的安排。 

3.第 3 組：國立高雄大學陳學務長 

召集人、各位學務長、夥伴，其實我跟歐學務長一樣有嚴重的懼高症，只要是高

空和搖晃的我一定吐得一塌糊塗。今天對我人生的第一次嚐詴就是高空獨木，其

實當時的心情很想臨陣脫逃，但我突然有一個想法，學務工作是那麼的艱難，就

像人生中有很多的不敢面對與不想面對的。但是我告訴我自己要勇於接受挑戰跟

改變，夥伴們的支持，他們給我很大的安全感，我相信一定可以完成，做前所未

有的嘗詴，當我完成的時候我感動得想哭，心得一：敢去改變、去嚐詴，心得二：

夥伴給我很很大的支持，謝謝各位。 

歐召集人回應：學務工作事實上面臨很多困境與挑戰，希望我們大家一貣成長一貣

把工作做好。 

4.第 4 組：國立臺中科大李學務長 

感謝歐學務長和中興大學的團隊，我參加了大擺盪很舒服，但是還在暈。感謝有

一個愉快的下午和非常不一樣的體驗及有所突破。 

5.第 5組：建國科大丑學務長 

         我們學校也曾辦過類似的活動，未來希望能藉由此活動提升我們學校老師們的向

心力及凝聚力。 

(四)歐召集人：今天除了團體的成長外，個人踏出的第一步是最大的收穫，謝謝各位

學務長夥伴們的參加與分享。 

 

 

 

 

 

 



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104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 

暨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參訪與觀摩 

「學務@成功 」 回饋統計分析 

活動 

名稱 

104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 
暨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參訪與觀摩 
主題-「學務@成功 」 

承辦 
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活動 

時間 
104年 1月 23日 活動 

地點 台中成功嶺 參加 
對象 

四區大專校院學務中心工
作小組委員及中區大專全
體學務長及工作人員等約
90人 

調查問卷數：65              回收問卷數：57           有效問卷數：57 

項次 問題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  意 

(一)經驗分享與討論      

1 您對本課程安排之滿意程度 93% 7% 0%   

2 您對課程安排時間長短 85% 15% 0%   

3 您對主講者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83% 17% 0%   

4 本課程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83% 17% 0%   

(二)專題演講:替代役制度實施成效與未來展望      

1 您對本課程主題安排之滿意程度 82% 18% 0%   

2 您對課程安排時間長短 82% 18% 0%   

3 您對主講者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80% 20% 0%   

4 本課程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83% 17% 0%   

(三)團體成長成功探索       

1 您對探索活動之滿意程度 73% 27% 0%   

2 您對探索活動時間長短 71% 29% 0%   

3 您對活動整體安排的滿意程度 73% 27% 0%   

4 本課程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70% 30% 0%   

(四)活動整體安排方面      

1 交通安排 90% 10% 0%   

2 餐點安排 83% 17% 0%   

3 活動場地(地點)的安排 93% 7% 0%   

4 服務人員的態度 90% 10% 0%   

 



肆、活動花絮 

 

 

      全體人員於成功嶺介壽台合照               成功嶺軍史公園回顧巡禮 

 

 

          與會來賓報到中                       教育部劉司長仲成致詞 

 

 

北一區張學務長少熙介紹委員           北二區王學務長延年介紹委員 

 

 

 

 



 

 

      南區林學務長啟禎介紹委員             中區歐學務長聖榮介紹委員 

 

 

         林學務長啟禎經驗分享                   劉司長仲成致贈禮品 

 

 

        陳學務長建宏經驗分享                     劉司長仲成致贈禮品 

 

 

 

 

 

 



 

 

      張學務長少熙經驗分享                    劉司長仲成致贈禮品 

 

 

      王學務長延年經驗分享                    劉司長仲成致贈禮品 

 

 

    內政部役政署林署長國演專題講演       內政部役政署林署長國演專題講演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熱身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                    團體成長成功探索活動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賦歸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