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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畫 

107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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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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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六、辦理時間：10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環球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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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工作分享、觀摩、參訪及體驗活動等。 

十、行程表： 

10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 

時    間 項    目 主持人 地   點 

09:00~9:30  報到 環球科技大學/  

陳 益 興 校 長 及

胥 嘉 芳 學 務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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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 

創意樓 DCB02 

教學演講廳 

09:30~09:40  開幕式 

09:40~10:10 
學務工作簡報、 

經驗分享 

10:10~10:20 大合照 愛月樓廣場 

10:20~12:00  
學務觀摩、校園導覽、 

咖啡烘焙體驗 

環球校園、國際書苑(學生宿

舍)、湖畔餐廳(實習餐廳) 

12:00~13:45  

午餐 

廚藝系師生設計及親自

烹煮的創意餐點 

湖畔餐廳 

14:00~16:30 

 

特色活動體驗 

(一) 攀樹探索教育體驗 

(二) 飛輪有氧體驗 

(一)觀光生態系愛月樓森林 

(二)運動防護系飛輪教室 

16:30           賦       歸 



 

貳、會議紀錄 

107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 次學務參訪與觀摩紀錄 

一、時  間：107 年 11 月 30 日 

二、地  點：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三、主持人：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胥學務長嘉芳 

           中區學務中心蘇學務長兼召集人武昌 

記  錄：環球科技大學鍾孟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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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學務長嘉芳致詞： 

    首先代表環球科大感謝中區各位學務長蒞臨本校，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與各先進一貣

學習分享學務工作，上午進行本校學務工作執行特色分享、校園導覽、宿舍參觀，中午

享用本校廚藝系師生設計及親自為各位烹煮的創意餐點，之後為喜歡咖啡的來賓，安排

手烘咖啡豆，您可以品嚐自己烘焙的咖啡。下午安排本校的特色活動─攀樹體驗、飛輪

活動，維持完美體態兼具健康保健，也再次歡迎大家來友善的環球科大，再次感謝。 

(二)蘇學務長兼召集人武昌致詞： 

各位學務夥伴大家好，首先謝謝胥學務長及何副學務長，及環球科大團隊熱情接待

，今天帶著很輕鬆愉快的心情來到環球，大家互相觀摩交流學習，增廣見聞，相信有很

多學務長跟我一樣是第一次來到擁有美麗校園的環球科大，大家會收穫滿滿獲益良多，

也感謝環球團隊精心安排這次的活動。 

(三)互贈小錦旗與紀念品： 

蘇武昌召集人代表致贈小錦旗與紀念品。 

胥嘉芳學務長回贈小錦旗與在地化紀念品。 

六、學務工作簡報 

(ㄧ)觀賞2017年度本校辦學成果剪輯影片成果分享 

何凱維副學務長報告： 

環球科技大學秉持著「存誠、務實」的校訓精神，原本是湖山勝地，現在是我

們目前的嘉東美地，我們希望我們自己能努力深耕，期許我們能建立綠色環保的永

續校園。 

去年2017年我們先後完成了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的落成，也在台中建立台中人才

培育中心啟航。 

     我們的辦學目標，以管理學院為中小企業優質人才培育基地；設計學院為設



 

計未來之星培育基地；觀光學院為金牌專業管理人才培育搖籃；健康學院為健康產

業人才培育搖籃；幼兒保育系為嬰童產業卓越人才。 

     我們的優良事蹟，在去年通過106學年度校務評鑑，管理學院張宏榮教授指導

馬拉威及台灣跨國籍學生團隊，榮獲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獎金牌；設計學院及

觀光學院在我們師生共同的努力下，也積極的參加國內外多個各項競賽，感恩我們

在其中有很多豐碩的成果。本校也延續多年的六協杯亞洲青年廚師刀工藝術暨廚藝

大賽，也在今年成為台灣第一所大學通過世界廚師協會認證優良廚藝教育機構，健

康學院師生一貣共同創造活化雲林在地產業，包括二手玩具屋、慈善公演、活化大

埤酸菜館，還有專利技術的研發等，新南向的體育交流活動，社區的飛輪超馬接力

賽，下午可以進行體驗。 

     目前本校境外學生已達620位，我們也希望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可以在相互交

流之下，可以建構「友伴、學伴、夥伴」的三伴關係，國際學生也參與了九天民俗

團的國際生狀遊台灣環島活動，觀光系學生也與境外學生有跨國的合作，參與2018

探索台灣120小時活動。 

     我們的未來，也希望與中區學務夥伴們，在現有的基礎上面，還能持續的精

進，也一同來為高等技職學校盡心盡力，以上，謝謝學務長及中區夥伴一同來觀賞

本校過去一年的辦學成果，謝謝大家。 

(二) 學務工作簡介及分享 

胥嘉芳學務長報告： 

蘇學務長及中區各位夥伴大家好，接下來由我來為大家介紹環保、樂活的環球

科大，一進校門後，先看到了愛月樓及景觀生態池，本校為了提倡環保與創新理念，

成功建構全台唯一的中水處理系統，利用了雨水及洗手水，成為二次用水，加以利

用，另外學校也推動節能、節電的部分，希望我們可以為地球盡一份力，也成為全

國綠化最成功的校園。 

   本校注重休閒、健康這一區塊，有四個學院，學校早期為商專貣家，逐步拓展

設計、觀光、健康學院，下午的校園參訪會做更進一步的介紹，也煩請各位中區夥

伴不吝惜給予指教。環球科大創校至今27年，在很多中區的學校中，環球創校相對

資淺，我們的學生大多來自於中部地區及鄉村，弱勢生的比例也相對偏高，在學務

工作上，我們講求如家庭一般的學務工作，講求三伴關係，針對學校有兩大族群，

分別是外籍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外籍學生目前近700人，本校建立東南亞族群的

時間，經營許久，其中馬來西亞生佔大宗，有600人左右；身心障礙學生目前有188

人，綜合以上的不同學生族群，希望可以受到同等的照顧及輔導，希望孩子可以透

過過往的生活經驗，環球學務夥伴加以輔導，更期許他們透過不同國籍及族群的融

合，可以交到更多朋友，對於學習上也有相對的落差，所以擁有了學伴的關係建立，

希望他們相互扶持、相互提攜，更期盼他們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可以成為夥伴。 

   本校學生事務在整個學習、生活及心理輔導上，在國際生及身心障礙學生上，

也花比較多的力氣，跟大家分享。身心障礙同學相對其他族群，在基本能力，需要



 

付出更多的努力、向上在學習上，他們有機會讀大學，也都相當的珍惜。在前，我

們推動身障生的免費國家特考的夜間修習課程，鼓勵他們去參加，也在畢業前嘗試

國家特考，在無障礙空間的設置也設置的很完善，等一下也會去參觀我們的國際書

苑宿舍，床位約1,200床，我們開放住宿生家長一貣同住，身障生有需要，我們也開

放學習輔導友伴的申請，處理生活、課業上的協助，幫助他們在校園的學習無阻礙

也更為順暢，也提供額外的學習機會。 

本校傑出同學陳彥廷同學，他是一位玻璃娃娃，在就學期間，因為身形嬌小，

在回程的路上，發生重大的車禍，近乎喪命，但他康復出院後，他不但沒有責難肇

事者，反而幫助肇事者孩子進行課業的輔導，當作他的家教，在他的人生中，醫生

有說他活不過25歲，但今年已經快30歲了。他是個積極向上的孩子，在暑假期間，

他一個人搭著電動輪椅環島，回來之後，因為有發生車禍的緣故，行的安全對於身

障生十分重要，在張宏榮老師的帶領下，投入發明APP，幫助身障生在路上行走時，

能提前感應到車輛經過，爭取行走的空間及時間，這個發明也得到了多項得獎的紀

錄，彥廷也榮獲2017總統教育獎。 

去年我們的身障生健彰同學，發明了農業灌溉系統，也榮獲阿基米德發明獎金

牌，我們很認真地提供學生很多發明的平台。 

   環球科大在2011年成為全國第一所志工大學，學務工作裡面「志工服務」是很

重要，前年也到弘光科大進行學務參訪，弘光的志工理念及作法是我們效法的。到

目前為止，本校每一系都有志工隊，也挹注於雲林縣政府館舍的志工服務。 

雲林縣為農業鄉鎮，許多偏鄉家庭需要被幫助，幼保系藉由二手玩具屋，在地

特色玩具館，我們助益每年幾萬人次的弱勢孩子去館舍參觀，積極耕耘在地的志工

服務，我們環球科大認真於辦學成果，也積極帶領學生於在學期間往前更美好的路

程，本校也強調「做中學、學中做」，希望孩子能在過程中可以體會服務的樂趣，

以及幫助他人更可以激勵自己奮發向上，可以為這個社會做更大的貢獻。 

除此之外，我們也推動海外志工團隊，本校學生越來越多人想要幫助別的國家

當國際志工，像到東南亞地區幫忙在地民眾蓋房子等。 

以上是環球科大的介紹，若有不周的地方，也希望各位可以不吝惜給予指教。 

   在學務工作上，各位都是我們的友伴、學伴、夥伴，希望各位給予指教，互相

扶持，謝謝大家。 

七、學務工作觀摩─學務觀摩、校園導覽、宿舍參訪 

帶領與會貴賓至幼兒園心願樹活動會場，心願樹活動每年募集 2000 份禮物，

為雲林、台東、澎湖及馬來西亞家扶中心的孩子圓夢，本校自 2005 年開始每年辦

理心願樹，在師生及國內外友人的攜手傳遞下，每年將二千份的耶誕禮物發送出

去，讓愛遍灑國內外。令人感動的是，有些孩子卡片上的心願想到的並不是自己，

而是家人。學生透過心願樹活動，不只學習關懷，更可以學習付出。 



 

 接著帶貴賓至本校學生宿舍國際書苑參訪，由何凱維副學務長說明本校學生輔

導工作推動情形介紹： 

本校各項學生輔導工作的推動均以學生為主體，關懷學生在校內的學習與身心

發展，因此本校輔導工作的推動從國際化、環境優、輔導佳幾個面向，首先在國際

化的部分，在宿舍區展出 15 國國旗，是曾經到本校交流、學習學生的國家，本校

鼓勵外國學生來台就讀，目前校內境外學生有 620 名，外籍生分別來自馬來西亞、

日本等 13 個國家，這個學期更有 63 名來自印尼的同學自本校進行專業學習，學校

就像小型聯合國一樣，在國際學生的關懷上，建置「待生如親」的國際生輔導機制，

透過國際新生座談會、國際學生月會、華語輔導、國際學習夥伴、國際學生接待家

庭、國際學友會等，讓學生都能安心學習。 

為提供學生安全優良的住宿環境，本校學生宿舍共有 3 棟，總計 1212 床位，包

含有 32 床無障礙床位，各位目前所在的國際書苑於 103 學年度啟用，採 10 層樓 RC

結構建築物，採挑高設計，為雲嘉地區最新完成的大專校院學生宿舍，每間房間都

有獨立空調設備熱水器，全棟宿舍設置完善消防設備，在宿舍的管理上，每棟宿舍

並設有專職宿舍輔導人員與學生自治組成的宿舍服務團隊，宿舍出入管理均採電子

式刷卡管理，並結合監視系統，有效管理人員進出。 

為了維護住宿同學的居住安全，晚間 24：00 到次日 6：00 實施門禁管理，藉以

避免學生夜不歸校或深夜在外遊蕩，維護學生安全。宿舍每學期均配合節日辦理特

色活動，例如:端午節、中秋節等，我們也在宿舍辦理包粽子、烤肉的活動，希望能

促進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的文化交流與互動，也促成同學們成為生活上的友伴、學

習上的學伴及事業上的伙伴的三聯關係。 

此外，我們目前也在校內推行一人一運動的活動，希望讓每位同學養成「終身

學習、終身運動」的好習慣，也讓學生的校園生活多采多姿。 

另外，結合專業諮商輔導人員於每週一和三晚間規劃宿舍心靈小站提供夜間的

駐點諮商輔導，希望讓同學們不分時間空間能就近的接觸各項輔導服務。 

而在特殊學生的照顧上，本校目前有近 200 位身心障礙學生，依據身障程度的

需求，自 106 學年度開放家人同住宿舍，為了提供特殊學生即時性的需求，本校也

將資源教室獨立辦公空間設置於在宿舍區，提供學生就近即時的照顧。 

八、創意午餐及特色咖啡烘焙體驗 

 中午享用餐飲廚藝系師生設計及親自烹煮的創意餐點，無菜單料理，學生創意

與美學融入烹調技術，學務長們讚不絕口。 

午餐後由觀餐系劉易騰老師帶領進行咖啡手網烘焙，沒有專業的烘豆機，居家

也可以輕鬆簡單地進行烘焙。體驗咖啡當中含有酸、甜、苦、鹹等多種層次，「烘



 

焙」扮演將咖啡達到酸苦平衡的好滋味，適當的焙度，更能襯托出咖啡的原有風味。 

九、攀樹探索教育體驗 

 帶領今日學務長至愛月樓森林，由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張天祥老師及同學引導學

務長們「攀樹體驗」。 

此 ISA 攀樹技術最早是為了讓樹木從業者安全執行工作任務，以降低人和樹的

風險為基礎，運用耐重力強的繩索支撐人體重量，而繩索在枝條上的架設點則以樹

皮保護器做連結，並避免繩索直接在樹皮上摩擦，對樹木造成傷害。 

在攀樹過程中，首先必頇克服對高度的恐懼感，自我挑戰。接下來運用上下肢

力量，敏捷地手腳併用、身體協調，在繩具之輔助下，逐步往上攀升。當爬至一定

高度，由於視野角度不同，有全然不同的體驗，本攀樹系統屬雙繩系統，較省力，

且爬累了，可以在半空中稍事休息，等體力恢復再往上攀爬，是項結合休閒與運動

的健康活動。 

十、飛輪有氧體驗、多功能運動訓練體驗、運動防護體驗 

 接著至本校學生活動中心暨體育館，由運動保健與防護學系陳昶旭主任及學生

教練，引導學務長們進行飛輪有氧運動、多功能運動訓練的體驗。 

飛輪挑戰是最簡單的有氧運動之一，由教練的引導模擬不同的地形及情境，配

合動感音樂，可在很短的時間燃燒大量的脂肪。飛輪挑戰最主要鍛練的部位為下半

身的大肌群，對下半身線條的雕塑有相當好的效果，除此之外也能增強心肺功能及

身體核心肌群的訓練，甚至對身體的協調性及平衡感也會有很顯著的改善。學務長

們在課程進行中，配合 3 首動感音樂，體驗有氧運動，揮灑大量汗水。 

 由本校黃子涵運動防護專業教師講解常見運動傷害、辦公職業傷害的防治及緩

解，邀請幾位學務長親身體驗簡易的舒壓按摩之後，結束今日充實美好的一天，身

體與心靈都獲得滿足。 

十一、感謝 

謝謝胥學務長和環球同仁的熱情接待，真是大開眼界，看到許多難得一見的特

色，有最優質的幼兒教育場域，全國第一的國際廚師教育認証，豐富多元精釆又精

緻的運健教育，健康環保的校園，還有又優質又不貴的學生住宿，環球實在太強太

棒了！ 



 

參、活動滿意度回饋  

107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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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學務工作參訪與觀摩活動 
承辦

單位 
環球科技大學 

活動時間 107年 11月 30日 
活動 

地點 
環球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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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效問卷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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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4% 0% 0% 0% 

2.您對本主題安排時間長短 9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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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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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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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5% 0% 0% 0% 

(三)特色活動體驗 

1.您對特色活動體驗之滿意程度  96% 4% 0% 0% 0% 

2.您對特色活動體驗時間長短 98% 2% 0% 0% 0% 

3.您對活動整體安排的滿意程度  98% 2% 0% 0% 0% 

4. 特色活動體驗對您身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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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武昌召集人及胥嘉芳學務長開幕致詞 

  

蘇武昌召集人及胥嘉芳學務長互換小錦旗及紀念品 

 
 

全體大合照、心願樹合照 



 

  

參觀幼兒園心願樹活動會場 

             

            

  

國際宿舍、身障生寢室參觀 



 

 
 

 

 

 

 

廚藝系實習餐廳午餐(許淑敏董事長親臨致詞) 

  
 

咖啡烘焙體驗(古坑咖啡) 



 

 

 

 

 

 

 

 

 

攀樹探索教育體驗 



 

 

 
 

  

    

飛輪有氧體驗、多功能運動訓練體驗、運動防護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