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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施計畫 

107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 次全體學務長會議實施計畫 

主題—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 

一、活動目的：促進各校學務之經驗分享及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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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 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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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中區學務中心) 

五、承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六、辦理時間：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八、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全體學務長、優秀學務人員、優秀導師及

相關工作人員約 70 人 

九、活動方式： 

（一）友善校園獎頒獎(與中區輔諮中心合併舉行) 

（二）學務議題專題演講 

（三）觀摩參訪 

十、議程 

107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五) 

會議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 主 講 人 地點 

09：00 
09：20 
(20 分) 

報  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務暨輔諮團隊 

國際會議廳

AC122  

09：20 
09：30 
(10 分) 

開幕式 

教育部長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楊能舒校長 

中區學務中心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中區輔諮中心陳斐娟主任兼召集人 

09：30 
09：50 
(20 分) 

教育部 107 年度 

中區友善校園獎頒獎 

(績優學校、優秀導

師、優秀學務人員、

優秀輔導人員)  

教育部長官 

09：50 
10：00 
(10 分) 

大合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務暨輔導團隊 

10：00 
10：10 
(10 分) 

茶敘 主持人：蔡佐良學務長 
國際會議廳 

1 樓中庭 



  

10：10 
11：40 
(90 分) 

專題演講 

從康輔知能演化談 

學生社團活動新趨勢 

主持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蔡佐良學務長 

主講人：鄧繼雄秘書長 

(高雄市團康訓練協會藝術

總監、臺灣世界青年志工協

會秘書長) 

國際會議廳

AC122  11：40 
12：10 
(30 分) 

實務經驗分享座談 

服務學習與社會服務

實踐 

主持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鄭仁杰學務長 

分享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服學組  薛

雅馨組長 

12：10 
12：30 
(20 分) 

中區學務中心委員補選 

(3 位) 
蘇武昌召集人 

12：30 
13：30 

午                                 餐 
國際會議廳 

餐廰 

13：30 
16：30 

【觀摩參訪與學習】 
嘉義空軍 

基地 

16：30 賦                                歸  



貳、會議記錄 

「107年中區大專校院第 2次全體學務長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7年 11月 2日（星期五） 

二、地  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三、主持人：雲林科技大學 楊能舒校長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學務科 廖雙慶科長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性別平等教育及學生輔導科 郭勝峯科長 

中區大專學務中心 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記  錄：雲科大林佳儀小姐 

四、出列席人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中區優秀學務人員、優

秀導師及相關工作人員等（如簽到名冊）。 

五、開幕式 

（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楊能舒校長致詞 

學務及諮商輔導的夥伴大家早安，與學務夥伴聚在一貣，就像家人的

感覺，學務工作較繁雜，很多人比較不願意接手學務工作，但卻是學校重

要的一環。本校通識課程強調一流兩性-人性跟狼性，亦即新世代的家長

教育小孩應該效法狼的家族培養小狼的求生能力，給予嚴苛的訓練，不過

度保護，並遵孚團隊合作的精神。本校下個月將辦理「YunTech 20〃20

路跑」活動，意即學生在雲科大 20歲了要跑 20公里，希望透過路跑活動

強健學生體魄及強化學生意志力。 

本校很榮幸承辦中區學務長會議以及諮商輔導中心主任會議，祝福會

議圓滿成功，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二）教育部學務特教司學務科 廖雙慶科長致詞 

雲科大在學務工作的兩個特色是學務與諮商輔導是獨立的一級單位，

另一特色就是資源教室為環境優美的獨立空間。雲科大在學務工作上的推

動非常盡心盡力，我們也從蔡學務長這邊學習到很多，譬如社團方面的統

計、資訊結合、社團如何經營及改造等。祝今天的研習活動順利，謝謝雲

科大及中興大學籌辦本次會議。 

（三）教育部學務特教司性別平等教育及學生輔導科 郭勝峯科長致詞 

各位學務及輔導夥伴大家好，今天很榮幸來到雲科大，中區的輔諮中

心在雲科大不論是危機事件處理，還是輔導工作的推動，一直扮演著重要

的協調角色，學務與輔導的會議共同辦理，讓單位間的夥伴能互動交流，

實屬難得的機會，感謝各位學務及輔導夥伴對學生事務上的付出與努力，

謝謝大家！ 



（四）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致詞 

今天是學務及輔導兩大家族的 meeting，還有我們勞苦功高在學務跟

輔諮方面特殊貢獻的同仁，每次參加這樣的會議，就是一種老朋友相見的

感覺，期許今天的活動圓滿進行，謝謝大家。 

（五）陳斐娟主任兼召集人致詞 

各位中區學務及輔導的夥伴大家早安，今天的會議讓學務還有輔導夥

伴們一貣來交流與經驗傳承,實在難得也非常的重要。尤其下半年中區 31

所學校中，有 7所學校的輔導單位主管是新任的主管，今天下午將提供很

多機會經驗交流跟傳承，誠如剛剛校長所說，我們學生成長的經驗很不相

同，所以狼性好像不見了，都變羊，或是說過程裡頭累積很多創傷跟挫折，

所以我近期也聽到中區很多主任說諮商輔導中心的個案量大增，包含我們

同仁也跟我說，一個星期失戀的 12-14個個案，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學務跟

輔導工作的挑戰，包含學務長們跟各組一貣在思考怎麼發展性、介入性、

處遇性三級工作，如何能夠網絡綿密的去處理，一同共創心理健康的校園。

今天非常歡迎到我們學務單位、諮商輔導中心及資源教室參觀，預祝今天

會議成功、大家身心健康平安快樂。 

（六）互贈小錦旗及紀念品 

廖雙慶科長代表與楊能舒校長互贈中心小錦旗與紀念品。 

蘇武昌召集人致贈感謝狀與蔡佐良學務長。 

六、友善校園獎頒獎 

（一）頒發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優秀導師、優秀學務人員及優秀輔導人

員，由廖科長、郭科長及蘇召集人分別頒贈。 

（二）頒獎與受獎人員合照。  

（三）受獎人員名單如下： 

 
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 

                                             

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 

編號 推 薦 學 校 備  註 

1 中臺科技大學 獲頒年度績優學校獎牌 

2 嶺東科技大學 獲頒年度績優學校獎牌 

編號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 務 單 位、職 稱 備    註 



 

友善校園獎－優秀輔導人員 

    

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 

1 黃淑琴 朝陽科技大學 副教授 
獲教育部頒發傑出導師

獎(教育部表揚) 

2 呂哲維 中臺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兼副主任 獲頒年度優秀導師獎牌 

3 范國泰 國立聯合大學 助理教授 獲頒年度優秀導師獎牌 

4 林席如 中山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獲頒年度優秀導師獎牌 

5 于昌永 靜宜大學 助理教授 獲頒年度優秀導師獎牌 

編號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務單位、職稱 備   註 

1 洪凱婷 朝陽科技大學 專任心理師 獲頒年度優秀輔導人員獎牌 

2 胡瑋婷 靜宜大學 諮商心理師 獲頒年度優秀輔導人員獎牌 

3 陳映如 環球科技大學 諮商心理師 獲頒年度優秀輔導人員獎牌 

4 林倚萱 國立聯合大學 諮商心理師 獲頒年度優秀輔導人員獎牌 

編號 姓  名 推 薦 學 校 服務單位、職稱 備   註 

1.  紀靜蓉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副主任 
獲教育部頒發傑出學務人
員(教育部表揚) 

2.  劉玲娟 靜宜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員 
獲教育部頒發傑出學務人

員(教育部表揚) 

3.  陳玫君 嶺東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組長 獲頒年度優秀學務人員獎牌 

4.  呂令妃 中臺科技大學 組員 獲頒年度優秀學務人員獎牌 

5.  姜德宜 中山醫學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員 獲頒年度優秀學務人員獎牌 

6.  陳昭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行政組員 
獲頒感謝牌 

7.  吳霽展 亞洲大學 
課外活動輔導組行政

助理 
獲頒感謝牌 

8.  李雅萍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

環球科技大學 
生輔組宿舍輔導人員 獲頒感謝牌 

9.  周怡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組員 獲頒感謝牌 

10.  鄭書婷 逢甲大學 
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

中心約聘助理 
獲頒感謝牌 



 

七、專題演講 

講  題：從康輔知能演化談學生社團活動新趨勢 

主持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蔡佐良學務長 

主講人：高雄市團康訓練協會藝術總監  鄧繼雄秘書長 

（PPT 內容如附錄資料）。 

我從 2000年就開始帶團參與海外服務，我們會透過到各大專校院

徵選學生志工，選出最優秀的台灣學生代表去泰北或斯里蘭卡擔任國際

志工。在這 18 年來，我發現台灣學生以及大陸學生相差甚遠，不論是

上台自我介紹時的台風以及談吐，還是平時上課時，對於課堂的重視度，

我們台灣的學生都需要再加強。但我們很多的學生其實在技能、職能方

面都相當優秀，只是他們沒有接觸到相對應的刺激，來讓他們改變。舉

例來說，19 年前當我們說出「台灣」這名稱時，許多外國人都認為是

泰國，我發現雖然我們台灣名號的辨識度非常低，但也因為這樣的刺激，

讓我們的凝聚力更強大。而從事海外服務時的地點如何選擇，通常我們

從歷史的傷口切入，我們說:「no passing no future」，透過歷史交叉

比對讓我們看到自己，也讓視野開闊，且能夠發現台灣跟別的國家的不

同，我們台灣真的很美，台灣也真的很大，更讓我們懂得感激。 

我也告訴我們的學生最重要的是學會愛人，不然你沒有辦法凝聚人，

沒有辦法改變、持續進步。有你在的地方就會有歡笑，你站在舞台上的

舉手投足，勢必化身為愛的焦點，當你跟你們服務的朋友說再見的時候，

就是服務朋友對你們思念的開始，因為每個人都是一首歌，每個人都是

一首詩，每個人也都是一篇故事。接下來請大家給旁邊的一個微笑，不

11.  廖靜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軍訓組組長 獲頒感謝牌 

12.  劉家榆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 

住宿組 

組員兼組長 
獲頒感謝牌 

13.  李侑祖 國立聯合大學 
技術助理員 

(就業輔導員) 
獲頒感謝牌 

14.  范純菁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

育達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長 獲頒感謝牌 

15.  林怡君 南開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理 
獲頒感謝牌 

16.  吳惠玲 僑光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護士 獲頒感謝牌 

17.  吳喬恩 弘光科技大學 
衛生保健組組員(營養

師) 
獲頒感謝牌 

18.  劉朝陽 修平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長 獲頒感謝牌 



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的旁邊永遠都是左右沒有前後，這也是我們教

育的盲點，因此除了教會我們的孩子愛人也必頇要讓我們的孩子有一個

全方位的思考。 

除此之外，也告訴他們「愛要讓對方知道」。當對方知道你愛他的

時候，他就會加倍回饋於你，因為這是人性。接下來請大家拍手加大叫

後再來看一次旁邊的臉，是不是比較不一樣了?再來請大家往中間靠攏，

再來看看旁邊的人的臉，有沒有發現距離近了感覺就不一樣了? 

我們要訓練大學部一年級學生，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訓

練他們領隊的素養，我們培養的目標，其實就是一個 Young leader。

但現在大一的學生，你今天如果讓他卸掉他的盔甲以及心房，是非常不

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曾做過一個測驗，請他們拍手足足 5分鐘。這過程

可以看到當時間久了以後，團隊會找缺口。他們變得越來越整齊，當他

們同步了以後，所有的同學都開始展露笑容，我們要的是這個團隊的節

奏以及凝聚力。可是團隊對我們同學來說只是一個名詞，他沒有辦法抓

到擁有團隊真正的感受，我們目前為止所做的所有活動都是為了讓增進

團隊的認同。 

除此之外，我們也利用團體互動活動來讓人與人之間破冰。這極為

重要，破冰的成功也將是我們孩子拓展人際關係、累積人脈存摺的重要

關鍵。最後我們鼓勵學生們勇敢的走出去。曾經我請我的學生們做一件

事，讓他們在三分鐘內跟在場的所有人握手，看他們能跟幾位握手，這

時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  

(1)原地等待的，觀望看旁邊發生什麼事情，看誰先動 

(2)為了數字在拼命 

(3)有專屬的目標 

(4)從開始到結束，活動範圍不會超過兩公尺 

我們用這種方法讓學生知道如何讓自己走出去並打開別人的心房，

讓他們更有勇氣更有自信面對所有的困難。接下來我們再請大家跟旁邊

的握手，完成後我問大家幾個問題: 

(1) 剛跟隔壁夥伴握手的時候，你的手掌跟對方手掌是否滿把握住？ 

(2) 在握手地當下，你是否有露出誠懇的笑容? 

(3) 在握手的當下，你的眼睛是否有看對方眼睛? 

(4) 在握手的當下，你有沒有給對方一個讚美? 

從這裡也可讓我們知道讚美可以增加榮譽感、鼓勵可以增加原動力，

而面對面的互動就是個人行銷的最佳時機，這也是我們要讓學生知道的。

我們要讓他知道，如何行銷自己，如何展現自己的魅力。也送各為一句

話「如果沒有很好的開始，一定要有浪漫的結束」 



我在康輔界三十六年，唯一信孚一個條例，就是把快樂的種子散

播在大地，把青春的回憶帶給人們，讓我們社會充滿歡笑，也讓我們

的民族永遠年輕，一步一腳印，步步都感恩，謝謝各位。 

八、實務經驗分享 

主  題：服務學習與社會服務實踐 

主持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鄭仁杰學務長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以往從國小、國中到高中的服務學習就是

打掃校園環境，到了大學產生了斷層，因此有些大學將勞作教育發展

為學校的特色，這個特色慢慢地延伸成為服務學習、志工，甚至演化

成對社會服務的實踐。服務學習演化的過程，各個學校皆有不同的做

法，以虎科大為例，曾經也想要把全校變成全校志工群，因此積極與

校外合作單位簽約。在演變的過程也面臨很多的難題，全盛時期與校

外合作單位達到 170 家，然而今年郤只剩 30 幾家。雲科大在雲林地區

屬於偏鄉，不論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或者是在學生學習方面的資源較都

會區來得少，而大學能夠辦理什麼樣的責任，我們以熱烈的掌聲邀請

到雲林科技大學的薛副學務長，分享有關服務學習與社會服務實踐。 

分享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薛雅馨副學務長兼服務學習組組長 

（PPT 內容如附錄資料） 

今天分享雲科大的服務學習制度，以及與豐泰企業合作的社會服務

部分。本校推動服務學習面向，包含新生服務學習、系所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以及志願服務學習的部分。 

(ㄧ)本校推動的服務學習內容 

1.新生服務學習課程 

目前雲科大的大一新生服務學習，係由 94 年度勞作教育制度

改變為現行的多元服務方案。由全校各行政、教學單位申請服學

方案(包含學期型及活動型)，由大一新生自由選擇想參加的服學

實作方案，因此服務學習的範籌由環境清潔整理擴展到行政與教

學單位的行政支援服務、各類活動的服務學習(如校慶、運動會、

防菸害、紫錐花活動、週會活動、圖書館圖書整理)或是社團服務

等。除此之外，本校也開設校外服務學習方案，如與台大雲林分

院、創世基金會或斗六繪本館合作，以期提供更多元的方案供同

學選擇。 

2.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本校專業服務學習課程係以現有的課程融入服務學習的概念，



課程規劃服務學習的時數需達 6 小時以上，服務的對象主要以社

區、弱勢團體、原住民、非營利組織及機構為主；服務內容包含

教育輔導、主題宣導、行銷推廣、文化典藏、社區營造、數位服

務、國際關懷、弱勢關懷等等;所以服務方式非常的多元。本校

106學年度專服課程有去國小、國中帶康輔實驗(如：機器人、化

學的變化、火箭、積木)，有從事社區營造、社區介紹、彩繪，也

有從事文化典藏(如詔安客家文化的歷史的追朔)，協助白河社區

農民設計便利的工具，雲林縣國稅局報稅業務；以及長者關懷等

等。106學年度共開設 47門課，修課人數整體約為 1800多人次，

故本校專服課程方案非常廣泛與多元。 

3.志願服務學習 

本組於 97 學年度即推動國際志工服務，從 102 至 104 學年

度與 NGO單位或願景合作至柬埔寨服務。自 105學年度貣改由服

學組自行組團，邀請具豐富國際志工經驗人士協助培訓，106 學

年度第五屆國際志工服務隊招募 11 名學生，經歷 9 個多月的培

訓、籌備，於 107年 7 月 27日至 8月 13日前往泰國清萊（Chiang 

Rai）滿星疊(Ban Hin Taek)星星之家服務，其主要以多元文化

課程及陪伴學童為主；本屆新增回龍中文學校之服務地點，其服

務方式為主題式服務－資訊服務、圖書服務、牆面彩繪服務。 

(二)雲豐小星星計畫 

自 100年度貣結合豐泰文教基金會與本校的資源，辦理雲豐小

星星計畫，從事社會公益活動，關懷地方與社會弱勢。 

1.服務對象 

由學校、社福機構或在地單位推薦符合下列條件之雲林縣學童： 

(1)週六課輔：單親、失親、隔代教養、新住民、家庭功能喪失等

弱勢家庭之國小學童，以低收入、中低收入、瀕臨貧窮家庭為

優先。 

(2)主題營隊：與縣內偏遠鄉鎮之國小合作，以該校學生及鄰近社

區之弱勢學童為主。 

2.志工招募與訓練 

(1)週六課輔：招募本校具服務熱忱、責任心與耐心之學生擔任課

輔志工。志工頇參加服務前培訓、服務期間每月舉辦的服務檢

討交流會及進階訓練。 

(2)主題營隊：與本校課指組合作，招募學生社團辦理各具特色之

營隊。 

3.課輔及營隊內容 



(1)週六課輔 

主要課輔的方向是以陪伴學童為主，課業輔導為輔。我

們發現多數的弱勢學童，其實非常需要有人的帶領、陪伴，

因此希望能帶給學童適性多元學習，所有的課程安排，並不

完全以課業為主，希望幫助學童培養品德禮節，與良好的生

活習慣。在執行這麼多年後，發現每週經過志工固定帶領的

陪伴下，學童很多的行為舉止都會改善，也提升學生對於學

習的動機及能力。 

每週課輔內容分為固定課程及搭配每週輪值志工所規劃

的多元課程。 

a.固定課程：協助作業、讀報(國語日報及國語週刊)、數學

評量。 

b.多元課程：如自我成長課程、引導閱讀、英語教學、認識

世界、藝術勞作、團體運動、生命教育、衛教品德及校外

教學…等適性多元課程。 

(2)主題營隊 

依據國中小學童希望協助之需求，規劃自我成長、生命

教育、人際關係等多元課程活動，補足偏鄕資源不足，提供

多元服務活動。 

4.執行成效 

(1)週六課輔 

從 103 年度到 106 年度課輔學童的需求人數逐漸增加到

37人，志工人數也逐年增加到 54人。 

(2)主題營隊 

從 105 年度到 107 年度的主題營隊，營隊數由 5 隊逐漸

增加至 12隊，參與的學童人數也增加到 410人，所需志工人

數也由 145增加至 247人。 

Q&A： 

Q1 蘇武昌召集人： 

請問你們 22個系每個系都要開一門專服課程，各系都會配合嗎? 

A1 薛雅馨副學務長： 

本校有訂定專業服務學習實施規定，請各每系每年至少開設一門課程，

系上若有媒合服務單位需求時，本組將協助媒合合作服務單位。此外，本

校在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提供經費補助，每一門課可核銷交通費、材料費、

鐘點費、印刷費、助教的工讀金等約兩萬到兩萬五千元，對老師來說是開



課誘因之一。 

Q2 嶺東科大陳健文學務長： 

請教副學務長剛所提到雲科有海外志工服務，在經費的編列上如何做

規劃的?學生需要自付還是有足夠的公費支出呢? 

A2-1 薛雅馨副學務長： 

目前雲科大每年都有編列 20萬的獎勵金給國際志工，剩下的部分

就要靠學生團隊向青發署或其他的基金會申請計畫案補助，所以自付

額的多寡需視每年的計畫補助、奬助金及募款的程度來決定，因此學

生每年還是需要自付一些金額。本校在一開始招募時，都會先告知學

生經費的狀況，如果團隊人數較多，每個人分得獎助金也就會較少。

因為是自組團隊，從訂機票、交通、生活住宿等都是學生自己安排。

為了要培養學生有這樣的能力。我們有請到一位有經驗的校外國際志

工，來帶領國際志工團。所以就會去找便宜的機票、交通怎麼規劃比

較順暢等。這兩年我們是住在星星之家，相對住宿會比較容易。不過

基本上每一年他們都要付約 1 萬元左右，就要看申請到的經費多少。

每一年我們國際志工團還會去沿街募款、募物資，依對方的需求把物

資帶出去。 

A2-2 雲科大蔡佐良學務長： 

我們國際志工比較強調自主性，不用什麼事情都學校幫你用好，學

校經費編列好，剩下的事情志工自己要想辦法，甚至你自己掏腰包，這

是一個國際志工比較特別的地方。另外，本校會邀請外面專門從事海外

志工服務單位的專家來協助帶隊，本校去服務的地方之前是柬埔寨、再

來是泰北，大部分都是非常偏僻，所以只要他們一出團服務，我的心就

懸吊在半空中，等他們回國才放得下心。學生出國服務的確在路途上都

可能存在危險性，他們出隊的地方不是說飛機到達人馬上就接走，飛機

到達還要轉車好幾小時，再請當地人徒步帶去服務地點。然而說實在的，

剛剛鄧老師講的那句話剛好打到我心坎裡，學生沒有把他帶出去、讓他

看看國外的樣子，他真的不知道台灣的美，在台灣要什麼有什麼、到柬

埔寨、泰北，你有熱水洗澡就要偷笑了。等到學生回來，他們非常感謝

台灣這個環境。所以我再怎麼擔心，仍然希望他們每年都要出去海外服

務。 

Q3 中國醫大唐烽堯學務長： 

1.我想請問一下，貴校服務學習有沒有課程學分? 



2.請教一下，在畢業前服務 6小時，那這是一個畢業門檻呢，還是沒有達

到 6 小時不能畢業? 

A3 薛雅馨副學務長： 

我們新生服務學習，是必修 0學分，大一要完成兩門這樣的課程，在

課程裡融入志工訓練的部分，大一上的開學前面兩週會安排專題演講，安

排講師來分享大學生活、人際關係等，接著上志工基礎訓課程，所以學生

做服務的時間只有 16小時左右而已，最後期末一定要繳交反思心得。 

服務學習課程只有通過跟不通過，沒有給分數。第二學期會安排志工

特殊訓練，而實做服務時數需 20小時。 

九、中區學務長會議(中區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補選) 

（ㄧ）蘇武昌召集人主持: 

1.依據教育部設置大專校院學務及輔諮中心實施要點辦理，本區計 9名委

員，如果在任期中有學務長因為高升或者是有其他原因出缺時，由接任

其職務之學務長續任至該年度止，該年底再辦理補選，補足原任者任期。 

2.謝謝三位接任的委員學務長繼續幫忙到年底，今天需要補選三位委員，

任期從明年 1月 1日到 109年。 

（二）謝禮丞執行秘書說明: 

1.因為委員的學校不會都剛好於學年度更換學務長，有些在 8月 1日換，

有些在 2月 1日換，所以今年出缺的三位就是代理到年底 12月，所以明

年開始還有兩年的時間。 

2.先請各學務長自我推薦或推薦別人，每人一分半鐘，也讓大家互相認識

一下再開始投票，每個人可圈選 3位，超過 3位即為廢票。 

（三）補選進行： 

1.學務長們或自我介紹、或自我推薦，現場氣氛熱烈。 

2.中心秘書一一給學務長們簽到領選票，代理人憑授權書也可以領選票。 

3.請假 10 人，計有 22 張選票（含授權代理人 4 張）。 

4.由雲林科大蔡佐良學務長監票、靜宜大學吳惠如學務長唱票。 

5.計有 21張有效票，1張無效票。 

（四）補選結果: 

嶺東科技大學陳健文學務長、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丘周剛學務長、弘光科技

大學閔孙經學務長為工作小組委員，任期自 108 年 1 月 1 日貣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或卸任)。 

  



十、全民國防參訪－空軍第四戰術戰鬥機聯隊 

此次參訪空軍 455戰術戰鬥機聯隊營區活動，讓師長有機會近距接觸到 F-16

戰鬥機，感受其性能及速度感及捍衛台海領空任務，並參觀 S-70S海鷗救難直

昇機執行之相關救援任務及訓練過程。 

藉由此活動了解空軍部隊有堅實的戰力，及維護臺海和平及國家安全的強力

後盾。透過參訪讓學務長們了解國軍 24小時的孚護任務，進而提昇全民國防知

識及意識，並藉此推廣全民國防教育及國軍招募工作，達成「全方位、全民參

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全民國防目標。 

(一)歷史沿革 

空軍第四戰術戰鬥機聯隊之前身為空軍第四驅逐機

大隊，於民國 25年 10 月 16日成立於杭州，25年 12月

移駐武漢，隨即轉往蘭州接收 I-15 及 I-16 型機，30 年

再次派赴蘭州擔任西北防空等任務，31年及 33年分別赴

印度接收美製 P-40、P-43 型機，37 年 12 月戰局逆轉，

四大隊奉令自北平經青島、上海、進駐台灣嘉義，繼續

執行大陸各地保衛戰，並一度進駐定海、衡陽、海南島，支援友軍作戰。 

(二)海鷗部隊沿革史 

主要係擔負軍事搜救、沿海巡邏、偵

照、運補、元首及政府軍政長官視導專機、

新武器研發支援等任務為主，兼負山、海

難、空難、緊急傷(病)患後送及重大災害

搶救等民間救護任務。 

開創始於民國 39年，於嘉義成立直升

機分隊。41 年 12 月 1 日為加強本軍失事

飛機搜救工作改編為空軍救護隊，43 年 7

月 1 日配合軍事需要，擴編為空軍救護中

隊。72年 8月 1日更改部隊番號為空軍救護隊。 

任務紀實-海鷗部隊 

 巴拿馬籍貨輪搜救 

 臺籍漁船「孙龍 2號」傷患後送 

 (三)F-16 戰鬥機 

民國八十一年我空軍向美購得，於民國八

十六年四月貣陸續飛返國內，並於民國八十七

年三月貣成軍服役，具有全天候對空、對地作

戰能力。 

資料來源：https://air.mnd.gov.tw/TW/Home/index.aspx 
F─16彩繪機巡航。圖／空軍司令部臉書專頁 

https://air.mnd.gov.tw/TW/Home/index.aspx


參、意見回饋統計分析 

一、會議內容，有效問卷共計 30 份 

(1)「從康輔知能演化談學生社團活動新趨勢」專題演講 

項目 
非常適切/ 

有助益 
適切/有助益 普通/沒意見 

不適切/ 

無助益 
非常不適切/無助益 

人數 26 4 0 0 0 

百分比 83.87% 12.90% 0% 0% 0% 

 

(2)「服務學習與社會服務實踐」經驗分享 

項目 
非常適切 

有助益 

適切 

有助益 

普通 

沒意見 

不適切 

無助益 

非常不適切 

無助益 

人數 20 10 0 0 0 

百分比 64.52% 32.26% 0% 0% 0% 

 



二、行政作業 

(1)會議地點(本題只有 29 人作答) 

項目 
非常適切 

有助益 

適切 

有助益 

普通 

沒意見 

不適切 

無助益 

非常不適切 

無助益 

人數 26 3 0 0 0 

百分比 89.66% 10.34% 0% 0% 0% 

 

 

(2)餐點安排(本題只有 28 人作答 

項目 
非常適切 

有助益 

適切 

有助益 

普通 

沒意見 

不適切 

無助益 

非常不適切 

無助益 

人數 23 5 0 0 0 

百分比 82.14% 17.86% 0% 0% 0% 

 

 



 

 (3)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本題只有 29 人作答) 

項目 
非常適切 

有助益 

適切 

有助益 

普通 

沒意見 

不適切 

無助益 

非常不適切 

無助益 

人數 28 1 0 0 0 

百分比 96.55% 3.45% 0% 0% 0% 

 

 

  



肆、活動花絮 
 

  
雲林科技大學 楊能舒校長致詞 教育部學特司 廖雙慶科長致詞 

  
教育部學特司 郭勝峯科長科長致詞 中區學務中心 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致詞 

  
中區輔諮中心 陳斐娟主任兼召集人致詞 教育部學特司與雲科大互贈錦旗 

 

  



 

  中區學務中心致贈感謝狀給雲科大 績優學校頒獎 

  優秀導師頒獎 優秀學務人員頒獎 

  優秀學務人員頒獎 優秀學務人員頒獎 

 

 

  



 

  優秀輔導人員頒獎 會議人員及受獎人員大合照 

 

 專題演講 介紹鄧繼雄講師 鄧繼雄講師帶領康輔活動 

  雲科大薛副學務長分享服務學習 嘉義空軍基地參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