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 次學務工作參訪與觀摩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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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106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 次學務參訪與觀摩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促進中區各大專校院學務工作交流及經驗分享，加強學務之發展與傳承。 

二、活動依據：依據中區學務中心年度工作計畫及 106 年 1 月 19 日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簡稱中區大專學務中心) 

五、承辦單位：嶺東科技大學 

六、辦理時間：10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嶺東科技大學、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八、參加對象：區內全體學務長及工作人員約 50 人。 

九、活動方式：學務工作簡報、學務觀摩、企業參訪等。 

十、行程表： 

10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時    間 項    目 主持人 地   點 

9:10~9:30(20 分鐘) 報到 
嶺東科技大學/ 

趙志揚校長及 

陳健文學務長暨
學務團隊 

教育部長官 

中區學務中心 

蘇武昌學務長兼

召集人 

 

 

嶺東科技大學 
寶文校區 

知源大樓 

國際會議廳 9:30~9:50(20 分鐘) 開幕式、合照 

9:50~10:50(1 小時) 
學務工作簡報 

經驗分享 知源大樓 

國際會議廳 
10:50~11:00(10 分鐘)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

陳銘傑執行長簡報 

11:00~12:00(1 小時) 校園生態導覽  

12:00~12:30(30 分鐘) 前往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30~13:30(1 小時) 午餐 
宏全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3:30~15:00(1 小時 30 分鐘) 

公司簡報 

博物館參訪 

15:00~15:30(30 分鐘) 綜合座談與經驗交流  

15:30           賦       歸 



  

貳、會議記錄 

106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學務參訪與觀摩紀錄 

一、時  間：106年 03月 24日 

二、地  點：嶺東科技大學 

三、主持人：嶺東科技大學趙校長志揚 

中區學務中心蘇學務長兼召集人武昌 

記  錄：嶺東科技大學郭蘇文秘書 

四、出列席人員：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暨學務同仁（如簽到名冊）。 

五、開幕式 

(一)趙校長致詞： 

歡迎中區各位學務長蒞臨，中區各大專校院可藉此機會進行學務工作的分享與交

流，本校在學務工作上有許多特色可與各校分享，包括：導師制度、勞作教育與職涯

輔導等，但也歡迎各校對本校的學務工作提出建言，讓學生輔導工作更臻完善。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本校積極做好招生工作，唯有招到學生才能將學生教好與輔

導好。個人治學理念以 RICE(Recruitment-Instruction-Coaching-Employment)理論為基

礎，Recruitment是要招得到學生，本校設有學生發展處主要負責招生工作，尤其近

年來少子化，生源大幅減少，招生工作更顯得重要，唯有招到學生才能將教育工作做

好; Instruction是要將學生教好，教育工作是百年樹人，將學生教好才能招到更多

的學生; Coaching 是要輔導好學生，關心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狀況，而現在大家就是在

做學生的輔導工作; Employment 是輔導就業，本校設有職涯發展處，協助學生在校期

間的工讀與實習，以及畢業後的工作輔導和校友聯繫，希望能讓本校的學生在畢業之

後能有適合的工作，發揮專長，學以致用。 

歡迎各位學務長蒞臨，今日有一整天的學務參訪活動，希望大家都能有豐碩的收

穫，而學務工作任務繁瑣，也有賴學務同仁一起努力。 

(二)蘇召集人致詞： 

感謝嶺東科技大學辦理此次學務參訪與觀摩活動，並精心安排此次活動內容，希

望透過此次活動，中區各學務夥伴能觀摩嶺東科技大學在學務工作推動的特色與成

果，並藉此機會大家分享交流學務工作的心得，相信今日大家一定會有豐碩的收穫。

非常感謝趙校長分享治學理念，讓本人對嶺東科技大學有進一步的認識，也感謝大家

熱情參與此次活動。 

 (三)致贈小錦旗與紀念品： 

 蘇召集人代表致贈嶺東科技大學小錦旗與紀念品。 

六、學務工作簡報 

簡報重點： 

(一) 學校沿革與現況 

1. 53年創立嶺東會計專科學校 



  

2. 58年改為嶺東商業專科學校 

3. 88年升格為嶺東技術學院 

4. 94年改為嶺東科技大學 

5. 春安與寶文兩校區共 20.22公頃，學生人數共 10706人。 

6. 行政組織共有 7處、3室、2部;教學單位共有 5學院、1中心、12個系所合一、  

5個系、2個獨立所。 

(二) 校務發展策略 

1. 校訓：學以致用、誠以待人。 

2. 辦學理念：全人化、專業化、資訊化、國際化。 

3. 五大校務發展主軸：深化全人素養、精進專業知能、強化學用合一、開展國際視

野、推動永續發展。 

(三) 學務工作願景架構 

1. 友善校園、幸福嶺東。 

2. 校園文化：服務、創新、熱忱、關懷。 

3. 塑造一個具有職場倫理及良好工作態度的大學生。 

(四) 學生事務處組織架構 

  共有 8個學輔單位，38位學輔同仁。 

(五) 學務單位業務簡介 

1. 課外活動指導組： 

(1) 社團輔導、全校性活動辦理、一般性業務辦理。 

(2) 社團數由 103學年 72個擴展至 105學年 81個。 

(3) 105年社團評鑑：羅浮群榮獲優等獎;綠動社榮獲甲等獎。 

(4) 自 2008年開始至今，海外服務志工團已連續十年前往泰北滿星疊村聖愛兒

童之家育幼院與回龍中學進行海外志工服務。 

2. 衛生保健組： 

(1) 學校衛生行政、健康服務、餐飲衛生、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活動。 

(2) 104-106年度健康促進計畫。 

(3) 106年度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學校。 

3. 生活輔導組： 

(1) 請假、缺曠、獎懲、急難救助、導師輔導工作、交通安全教育、智慧財產

權、民主法治、兵役業務及女生宿舍相關事宜。 

(2) 2015年 12月嶺東科大棒球隊員幫助拾荒阿伯的影片經媒體報導後，好評

不斷，點閱率衝破 350萬次，對於社會風氣有顯著正向影響。 

(3) 四位嶺東科技大學視傳系四年級學生組成的團隊，藉由「淨愛高山」專題

連續獲得大獎及造成社會議題正面肯定。 

(4) 日本旅行團晚間到烏日燈區賞燈，6位阿嬤迷路找不到集合點，本校行銷

2A的燈會志工吳元欽同學貼心親自帶到指定地點交給導遊，在場的民眾都

覺得做了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4.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1) 基本勞作教育、全校團體勞作教育、全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國內外志工

社團活動規劃。 

(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舉辦「105年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績優團隊表揚大會」，

共計有 15隊獲獎，嶺東科大海外志工團榮獲「優等獎」，是技職校院唯一

獲獎學校。 

(3) 資訊管理系服務團隊榮獲 103年「大專青年服務學習與社會創新競賽」-

服務學習競賽組、社會創新競賽組雙料冠軍。 

(4) 資訊管理系陳元瓊老師榮獲教育部「104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績優教師。 

5. 軍訓室： 

(1) 校園安全通報、校外賃居資訊服務及輔導、紫錐花運動、全民國防教育、

兵役業務、役期抵免、反霸凌宣導。 

(2) 榮獲行政院 104年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大專組【特優學校】。 

(3) 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 103、104年紫錐花運動績優學校。 

6. 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 

(1) 個別諮商輔導、團體諮商輔導、性別平等教育、資源教室。 

(2) 104年度及 105年度爭取教育部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經費，兩年核定共計

190萬元。 

(3) 103-104學年度為身心障礙學生辦理各式活動及會議，共計參與人次達

2,891人次，學生助理人員共服務 9,777小時。 

7. 體育室： 

(1) 體育課程規劃、運動競賽、體適能教室借用、校隊等。 

(2) 104年大專盃保齡球錦標賽蟬聯一般女生組團體賽金牌，並勇奪女子單打

賽金牌等多項佳績。 

(3) 105學年度增設多元運動與健康促進中心，包含「桌球館」、「肌耐力訓練

室」、「心肺有氧教室」、「瑜珈教室」等，提供學生更多元優質運動健身環

境。 

8. 境外生服務中心： 

(1) 入出境許可證、僑外生居留證申請、生活輔導相關業務。 

(2) 105學年度境外生服務中心執行學輔特色主題「境」善盡美活動，結合本

校原住民社團與境外生，辦理「文化傳承與並存講座」。 

(3) 境外生服務中心輔導本校境外生社團辦理萬聖節活動，鼓勵同學們發揮創

意，展現學生特質。 

(4) 本校境外生社團定期舉辦聯誼活動，為境外生提供校外參訪及深度認識台

灣的文化的機會。 

七、校園參訪 

1. 錢幣博物館：「嶺東錢幣博物館」成立於西元 2006年第 42週年校慶，館內所藏

珍品，包括歷代各式錢幣、古今鈔券、銀錠、銀條等，總計約達四千件，全數為



  

本校前任校長陳振貴博士畢生蒐羅之心血。本館之創立，無論館藏內容、館舍規

模、行政運作與教育價值，均屬國內各大學首屈一指之創舉。 

2. 語言中心：設計、規劃與執行本校相關英語課程 (包含共同及專業英語課程)，

提供英語諮詢服務，優化英語教學與自學環境，提供英語諮詢服務，提升學生英

語能力及證照通過率。 

3. 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中心營造溫馨舒適自在的空間，提供溫暖避風港的個別諮

商、歡喜作伙的團體諮商、探索未知的心理測驗、散播希望散播愛的資源教室，

以及各式主題的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協助處理生活、學習與生涯發展等方面適應

問題。 

4. 體育室：設有多元運動與健康促進中心，包含「桌球館」、「肌耐力訓練室」、「心

肺有氧教室」、「瑜珈教室」等，提供學生更多元優質運動健身環境。 

八、企業參訪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69年 7月，原名為「台豐工業社」，後於 1982

年更名為「宏全企業有限公司」，1999年再更名為「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公司投資生產 PET耐熱結晶瓶，提供整合性包裝服務，2003年在大陸陸續成立

工廠，2005年成立宏全(亞洲)控股公司，控股印尼、泰國等廠，2007年成立越南宏

全有限公司，主要生產飲料包材。 

公司產品主要包括四大類，分別為飲料代工、瓶蓋及瓶子類製品、標籤及薄膜製

品、電子及機械類製品。掌握客戶服務需求，從個別項目銷售(瓶蓋或標籤)到組合式

合併銷售，再到組裝全配套銷售、製造業服務化(代工代料、ODM、駐廠連線服務等)，

均可提供客戶滿意的服務，現已成為台灣最具規模的包裝材料製造商。此外，公司成

立宏雲物聯網科技，建立雲端系統平台，可提供食品履歷、防偽驗證及對獎等資訊，

其中的 QR Code可運用於塑蓋上。2015年，產品營收比重為，瓶蓋佔 35%，飲料代工

佔 27%，標籤佔 5%，PET瓶佔 27%，煙酒包材佔 4%。 

公司積極創新商業模式，第一，從單一的包材做到系統化，提供客戶每一種包材，

以省下成本。第二，採 In-house模式(駐廠連線生產)，與各飲料大廠合作，以降低

本身投資費用、節省大量的運輸費用，以低成本優勢占領市場，客戶也可就近利用現

有的物流系統，降低倉儲成本，提升物流速度，公司還可防止競爭者的進入或競價而

降低利潤，達成雙贏的局面。第三是包廠的創新，主要為客戶量身打造生產線和廠房，

並提供包材，客戶則給予生產銷售量的長約保證，且包材價格需跟著原物料價格波動。 

現在飲品包裝朝輕量、可回收、環保等發展為趨勢，故公司與各大品牌商合作，

以包材減量為主力，持續研發輕量化、高質感等，使能降低原物料成本及提升產品之

附加價值。2015年，公司計劃在莫三比克馬托拉設廠，與台商 Shimada合資成立宏

鑫，該廠分三期建設，前二期的工廠主要生產飲料包材，提供非洲市場，第三期工程

則從事飲料代工及通路事項，於 2016年 Q3投產。 

宏全國際包裝文創博物館係於西元 2010年初開始規劃設計，歷經近三年時間於

西元 2013年 5月設置完成，本座博物館座落台中工業區的廠區內，整棟大樓總建坪



  

約 25,000平方公尺。包括營運總部大樓，一、二樓規劃了包裝科技博物館，內容涵

蓋各類容器、瓶蓋、標籤、包裝飲料生產等介紹，並蒐集與典藏人類有史以來所有包

裝相關沿革、演進與展示古老設備及展示品等，更展現產業邁向科技、輕量化、節能

減碳等方向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包裝的創新型態。引導客戶和參觀者以專業性角度

來觀看、使其了解飲料包裝之內涵與歷史。讓宏全國際營運總部大樓有了更深 一層

的文化創意和教育意義。  

九、經驗交流 

1.國立中興大學蘇武昌學務長：透過此次嶺東科技大學的學務簡報讓我們更加深切了解

嶺東科技大學在學務工作上推動的成果，也有許多地方讓我們借鏡。例如設立服務學

習發展中心專責推動服務學習課程與志工服務，以深化學生的全人教育。 

2.嶺東科技大學陳健文學務長：感謝中區大專學務中心辦理此次學務參訪活動，讓中區

各大專校院學務長得以藉此機會分享交流學務工作經驗，也謝謝大家參與此次活動，

若大家對本校學務工作有任何建議，也歡迎大家踴躍提出。 

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丘周剛學務長：嶺東科技大學在學務工作推動上以最有效率的人力

服務萬餘人的學生，而且服務成果又如此豐碩，實在令人感佩。 

  近年的少子化與教育經費的調整和政府一例一休的政策，也都衝擊著學校的輔導工

作，但相信憑藉著各位學務夥伴對教育工作的熱情，大家都能順利完成各項挑戰。 

4.國立中興大學蘇武昌學務長：非常感謝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讓我們中區大專學務長

至貴公司參訪，讓我們對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有深切的認識，也提供我們各大專校

院一個很好的產學合作的機會，相信也可以提供學生更多與良好的學習場域，也助於

未來他們進入職場的訓練。 

5.嶺東科技大學陳健文學務長：參與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計畫的學生是否僅

限於工科，對於以商管類為主的學校是否有其他合計計畫。 

6.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經理：本公司近年來一直在推動國際化，而且在政府推動南

向政策之前，本公司已在中國大陸、泰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緬甸、柬甫寨與

非洲設廠，因此對於商管人才也有大量需求。尤其是來臺求學的東南亞國家的僑生或

交換生，也是我們公司徵求人才的重點，也給予良好的工讀與實習的機會，並在未來

保證就業。 

7.國立中興大學蘇武昌學務長：謝謝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謝謝嶺東科大陳學務長

及學務團隊也謝謝中區學務長的出席，大家此行收獲滿滿獲益良多。 

 

 

 

 

 



  

參、活動滿意度回饋 

106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 次學務工作參訪與觀摩活動 

回饋統計分析 

活動名稱 中區大專校院第 1 次學務工作參訪與觀摩活動 
承辦
單位 嶺東科技大學 

活動時間 106年 3月 24日 
活動 
地點 

嶺東科技大學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參加

對象 

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暨

學務同仁等計50人 

調查問卷數：32           回收問卷數：27         有效問卷數：27 

問           題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  意 

(一)學務工作簡報：  

1.對本主題安排之滿意程度  94% 5% 1% 0% 0% 

2.您對本主題安排時間長短 94% 5% 1% 0% 0% 

3.您對主講者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96% 4% 0% 0% 0% 

4.本課程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96% 3% 1% 0% 0% 

(二)校園參觀 

1.您對本主題安排之滿意程度  96% 4% 0% 0% 0% 

2.您對本主題安排時間長短 90% 10% 0% 0% 0% 

3.您對整體安排的滿意程度  96% 4% 0% 0% 0% 

4.本主題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96% 4% 0% 0% 0% 

(三)企業參訪 

1.您對企業參訪交流活動之滿意程度  96% 4% 0% 0% 0% 

2.您對企業交流活動時間長短 88% 12% 0% 0% 0% 

3.您對活動整體安排的滿意程度  94% 6% 0% 0% 0% 

4.本企業參訪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96% 4% 0% 0% 0% 

(四)活動整體安排方面  

      1.交通安排 99% 1% 0% 0% 0% 

      2.餐點安排 100% 0% 0% 0% 0% 

      3.活動場地(地點)的安排 100% 0% 0% 0% 0% 

      4.服務人員的態度 100% 0% 0% 0% 0% 



  

肆、活動花絮 

 
蘇召集人與趙校長互換小錦旗與紀念品 

 

 

 

陳健文學務長作學務工作簡報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陳銘傑執行長簡報(平安菁英獎助學金申請) 

 

 

 

大合照 



  

 

參觀錢幣博物館一 

(館內所藏珍品歷代各式錢幣、古今鈔券、銀錠、銀條等總計約達四千件) 

 

 

參觀錢幣博物館二 

 



  

 

分 2組參觀校園(陳健文學務長講解) 

 

 

參觀語言中心 

(設計、規劃與執行相關英語課程，提供英語諮詢服務，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及證照通過率。) 



  

 

參觀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提供溫暖避風港的個別諮商、歡喜作伙的團體諮

商、探索未知的心理測驗、散播希望散播愛的資源教室。) 

 

 

企業參訪(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經理作簡介，提供各大專校院一個很好的產學合作

的機會，也提供學生更多與良好的學習場域，助於未來進入職場的訓練。) 

 



  

 
蘇召集人與宏全公司林經理互換小錦旗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69年 7月，在大陸陸續成立工廠， 

在印尼、泰國、越南及非洲莫三比克均有設廠，是一股市上市公司。 



  

 

公司產品主要包括四大類，分別為飲料代工、瓶蓋及瓶子類製品、 

標籤及薄膜製品、電子及機械類製品。 

 

 
展現產業邁向科技、輕量化、節能減碳等方向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包裝的創新型態。 



  

 

一、二樓包裝科技博物館，內容涵蓋各類容器、瓶蓋、標籤、包裝飲料生產等介紹 

 

 

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