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 次學務工作參訪與觀摩活動成果 

目    錄 

壹、實施計畫 

貳、會議紀錄 

一、 開幕式 

二、 學務工作簡報 

三、 學務工作觀摩─學務觀摩、飛機棚廠參觀、Maker 木工手作 

四、 特色活動-宿舍區參觀及體適能體驗 

五、 綜合座談與經驗交流 

參、活動滿意度回饋 

肆、活動花絮 



壹、實施計畫 

108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 次學務工作參訪與觀摩活動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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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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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六、辦理時間：10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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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項  目 主 持 人 地  點 

09：00〜09：30 

(30 分鐘) 
報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覺文郁校長  

鄭仁杰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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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一樓大廳 

09：30〜09：45 

(15 分鐘) 
開幕式 

活動中心三樓活動室 09：45〜10：15 

(30 分鐘) 
學務工作簡報 

10：15〜10：30 

(15 分鐘) 
大合照 

10：30〜12：00 

(1小時 30分鐘) 

學務工作觀摩 

及 Maker手作 

1.活動中心一樓各組 

2.飛機棚廠參觀 

3.創新自造教育基地 

  (木工手作-草木共生) 

12：00〜13：00 

(1小時) 
午餐 創新自造教育基地 

13：00〜15：00 

(2小時)  

宿舍區參觀  

及體適能體驗 學生宿舍區： 

1.學習資源中心 

2.職能大樓 15：00〜15：3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15：30 賦歸 

 
 



貳、會議紀錄 

108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 次學務參訪與觀摩活動紀錄 

一、時  間：108 年 10 月 4 日 

二、地  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三、主持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覺校長文郁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楊教官皓程 

           中區學務中心蘇學務長兼召集人武昌 

紀  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黃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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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校長文郁致詞： 

歡迎教育部楊教官及中區各位學務長蒞臨本校，首先感謝教育部對於本校各項

建設及活動的支持，教育部所給予的這些資源，本校非常樂意與各校共享，大家稍

後可以參觀一下校園及學生宿舍，本校學生宿舍的提供率一直偏低，所以在這幾年

學校財源較充裕的情形下，目前已著手興建第一棟新宿舍，第二棟也已經在規劃並

呈送教育部審核中，在座各位都是學務專家，可以給與本校一些意見，學務處同仁

也可以多向其他學校請教，希望能帶給學生一個好的環境和幸福的感覺。 

本校以工程為主，因此男性學生居多，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兩性關係學習和休

閒活動，這幾年也擴大舉辦一些大型活動，像是校慶演唱會擴大舉辦規模，非常歡

迎中部地區大專校院學生來共襄盛舉。臺中地區校院的女學生人數相對較多，建議

可以和本校男學生多舉辦活動，促進學生兩性關係的學習。 

最後，期望大家這次活動收穫滿滿，謝謝各位。 

 (二)教育部學務特教司楊教官皓程致詞： 

蘇召集人、覺校長、各位學務長與學務夥伴們大家早安，首先向大家致歉，司

長和科長原本很希望和大家聚會，但適逢立法院開議及部內有一些重要會議行程，

所以無法前來，司長特別指示要全力支持各區學務中心辦理的活動，並對於各位學

務長的辛勞致上萬分敬意。今天來到虎尾科大，舒爽宜人的氣候，以及看到校園的

景觀和建設，深深感受到中部人的熱情和活力，也承蒙校長幫忙提供這麼好的會議

場地，謝謝校長及虎尾科大的學務同仁。 

今天也代表部內長官向各位學務長報告，第一點是近日發生港生與陸生有關連

儂牆事件，有些學校可能感受不明顯，有些學校可能陸續有一些狀況發生，請各位

學務長在處理這些相關事件時，務必敦促學務同仁要謹慎以對，教育部絕對尊重學



生的言論自由，這也是臺灣民主發展非常可貴之處，所以無論是港生或陸生都有各

自言論表達的自由，教育部會給予尊重，學務人員在處理雙方的意見衝突時，請務

必依法行政，依照法規規定來處理，儘可能用比較委婉、中立的方式來面對，避免

衝突的發生。若校園有發生衝突事件，請各校校安中心能在第一時間進行校安通報，

向教育部作回報。第二點誠如校長剛剛提到的學生宿舍方面，從去年開始教育部對

於學生住宿問題非常重視，在一些民意代表的催生及高教司主事之下，今年起開始

推動宿舍改造計畫，在座各校如有需求都可以向技職司詢問及尋求協助，提供學生

優質的住宿環境，打造宿舍不僅是住宿的地方，也可以是學習的場域，對於未來的

招生、學生在校學習或品德人格的培養，都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預祝今天會議圓滿成功，也希望所有學務長及學務夥伴收穫滿滿，謝謝

各位。 

(三)蘇學務長兼召集人武昌致詞： 

謝謝校長、主秘親自接待我們，也謝謝鄭學務長帶領的學務團隊，大家活力旺

盛，尤其剛才覺校長的致詞，感受到虎尾科大充滿活力和能量，這次開會的場地色

彩鮮艷活潑，期待今天虎尾科大安排的各項活動，大家可以一起來體驗。 

對於貴校學生宿舍的改造，我也深有同感，以前的想法都是認為宿舍只是休息

睡覺的地方，但是現在對於學生宿舍的概念，已經涵蓋學習的功能，所以對於學生

住宿空間的營造要多加入這些元素，我也聽到教育部將補助宿舍重建、興建列為重

點項目。剛好今天大家齊聚一堂，可以好好的討論學生宿舍及港生陸生的議題。 

今天有非常好的時機和場所彼此交流，期待大家有一個成功、完美的聚會。 

 (四)互贈小錦旗與紀念品：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楊皓程教官致贈小錦旗。 

蘇武昌召集人致贈紀念品。 

覺校長文郁回贈小錦旗與學校特色紀念品。 

六、學務工作簡報 

(ㄧ)鄭學務長仁杰報告： 

非常歡迎各位貴賓及學務夥伴蒞臨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也感謝中區學務中心給

予本校辦理這次參訪與觀摩活動的機會，讓大家瞭解近年來本校的發展及學務工作

推動概況。 

 (二)鄭仁杰學務長學務工作簡報 

簡報大綱：1.學校概況：校史沿革、新校區規劃、教學單位及人員編制。 

2.辦學績效：教學與科技研發成果及畢業生尌業情形統計。 



3.辦學理念：強化學生學業與職涯輔導。 

4.高教深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目標及執行情形。 

5.校長的期許：藉由校長的禮物，期許畢業生開創未來邁向世界。 

6.學務簡介：學務單位現況及執行業務情形。 

7.學務創新：空間的蛻變、活動的深化及感情的凝聚。 

七、學務工作觀摩及Maker手作 

(一)學生活動中心環境介紹 

介紹學生活動中心有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保健組及服務

學習組四個單位之所在位置，以及活動中心場地運用，包含 500 人座位音樂廳、學

生社團辦公室、多功能活動室、共用教室及健康中心等。近兩年，本校覺文郁校長

為了讓學生有感，投入約 500 餘萬元經費改善活動中心及社團軟硬體設施，不僅讓

整個活動中心空間更多元活潑，社團活動也更加蓬勃。 

(二)飛機棚廠參觀 

鄭仁杰學務長帶領與會學務長們參觀本校飛機工程系飛機維修棚廠，棚廠內停

放著各式小型飛機，飛機工程系吳文忠主任也親自講解系上教學現況，以及各式飛

機的過去歷史，棚廠內還擺著一部教學用發動機，藉由吳主任的講解，與會貴賓不

僅可以看到飛機發動機的構造，也初步了解其運作原理。能夠如此近距離接觸這麼

多飛機，相當難得，也觸動了各位貴賓的好奇心，爭相與飛機拍照留念。 

 (三) Maker 木工手作-草木共生 

這次 Maker 木工手作主題「草木共生」，由本校休閒遊憩系畢業校友劉智謙老

師帶領與會貴賓一起動手製作，劉老師先針對手作主題、材料特性及注意事項進行

講解，然後由各位貴賓開始動手製作，期間劉老師也隨時給予個別指導，貴賓們聚

精會神製作屬於自己的作品，對於完成後作品相當滿意，也很有成尌感。 

(四)音樂饗宴 

貴賓們在本校 Maker 創新自造教育基地-VR體驗區享用午餐，席間特邀請本

校車輛工程系鐘證達教授演奏小提琴，貴賓們帶著輕鬆愉悅的心情，在輕快悠揚

的樂曲中，度過美好的午餐音樂饗宴。 

八、特色活動-宿舍區參觀及體適能體驗 

 鄭仁杰學務長帶領貴賓們參觀宿舍區，第一站是本校宿舍區職能大樓之學生社

團中心，介紹社團中心 2、3 樓空間設施有社團辦公室、討論室，大鏡面開放教室、

樂團練習室、…等等，是社團辦公、討論及練習的主要場域，舉辦大型戶外活動如

開學社團招生-尋夢之夜等，亦可尌近借用宿舍區籃球場辦理，機能相當便利。 



第二站是學生第三宿舍地下室改建體適能中心，中心設置有飛輪、跑步機、…

等等，器材品項眾多且空間寬敞舒適。首先，本校廖尹華副學務長開場帶動貴賓來

一段有氧健身操，先讓各位貴賓暖暖身子，由於現場健身器材項目多元且數量多，

各位貴賓們早已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在體適能中心教練和助理的指導下，貴賓們

都盡情的嘗試各項體適能訓練，也對本校閒置空間規劃再利用的概念讚譽有加。 

九、綜合座談與經驗交流 

(一)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大家好，首先謝謝虎尾科大鄭學務長帶領的學務團隊，我剛剛有問鄭學務長關

於學生宿舍這樣的改造需要多少經費，我覺得他們是很善用資源，校長也很願意將

經費花在學生的身上，這是非常難得的，各位學務夥伴都知道，有時候要爭取資源

是非常困難的，謝謝虎尾科大安排這麼好的體驗。 

(二)教育部學務特教司楊皓程教官: 

謝謝鄭學務長非常熱情的款待，對於虎尾科大學生宿舍學習資源中心及體適能

中心的改造，讓我們大開眼界，我覺得虎尾科大的學生非常幸福，我們給虎尾科大

學務團隊熱烈的掌聲，謝謝他們，也謝謝大家。 

(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沈慶鴻學務長: 

很抱歉!早上一直在處理事情，因為本校的同仁只回應我們對於陸生的處裡部

分，所以教育部誤會暨大只處理陸生而沒有處理港生及台生的事情，我尌趕快整理

學務處從 9月 19日起一直介入到現在每一天的工作報告和工作紀錄給教育部。 

其實，本校的作業非常周延，這星期二本校召開全校行政主管會議，我還在會

議上報告，星期三全校導師會議也報告，上星期學校的應變小組會議也報告過，所

有重大會議都有報告過了，每一天有我們學務處同仁的值班紀錄，兩週的值班紀錄

非常完整周延，所以聽到教育部訊息的時候，真是無妄之災，但是還是要做回應說

明，所以我今天中午借用虎尾科大學輔中心場地，把我從 9月 19日至 10月 3日的

處理過程細節做整理，包括本校學務處分工、同仁值班、如何和港生、陸生及其他

學生溝通、辦理諮商活動、導師會議及行政會議報告、資料提供給相關學系處理、

宿舍床位安排等，都說明得清清楚楚，資料彙整得很完整，我剛剛把訊息發出去，

然後由主秘向教育部做說明。 

9月 19日港生貼海報時，學務處同仁有不同的意見，最後我們定調只要是符合

學校海報張貼辦法的都支持，因為連儂牆不只有港生張貼加油海報，還有一些政黨

色彩人士張貼，只要與反送中加油海報無關的，尌由主辦學生去處理，才不會被認

為學校在打壓。10月 1 日學校辦理僑生團體活動，學校也掌握得很好，副校長和國

際長也有和陸生一起聊天，有陸生反映對於國家領導人照片的塗鴉，心裡感到有些



不舒服，副校長也委婉地向陸生說明這些情形是台灣的文化之一，希望陸生慢慢去

習慣這種文化，陸生們也都能理解，反應也很好。 

對於今天早上突然冒出這樣的訊息，我們尌覺得沒關係，我們尌把本校的因應

作為、每一天的紀錄及工作小組的紀錄都整理完備清楚。以上報告，謝謝大家，祝

福大家平安。 

(四)逢甲大學林良泰學務長： 

本校外面是著名的逢甲夜市，所以連儂牆是在學校外面而不是校內，尌以本校

的做法與大家分享。基本上，從 9月初到現在，學生對於連儂牆張貼都有一些零星

的要求，本校的做法與暨大很像，只要符合學校海報張貼辦法規定尌可以張貼，學

校有三個原則：第一、不違反法令規定；第二、不涉及妨礙風俗；第三、不涉及政

治。另外，張貼方法必頇向學生會或相關學生團體組織提出申請，只要申請獲准尌

會予以張貼，核可權是在學生會或相關學生團體。截至昨天為止，都只是學生個人

的建議，經過課外活動組、學務處的溝通，與學生們也沒有太大的歧見，雖然有些

學生想貼、有些學生不想貼，我們定調這個過程尌是一種民主的學習。那校外海報

張貼部分的管理，目前看起來不屬於學校，也不屬於環保局，現在的做法尌是再持

續觀察幾天，看看張貼海報的人是校外人士或校內學生，如果是校內學生，我們會

輔導他們回到校內張貼，因為到校外張貼，不管是怎樣的方式，如果在外面發生暴

力事件衝突，學校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保護他們，我們會開闢一個讓學生可以互相

溝通的機制，目前的情形和做法大致上尌是這樣。 

第二件事尌是學生宿舍，其實人被逼了才會進步，少子化對私立學校的影響非

常大，本校也很擔心招生問題，所以我們尌會思考學生及家長想要什麼？我們尌開

始思考學生大一進來後，學生生活的宿舍空間是非常重要，於是尌對宿舍做了一些

改變，在董事會、校長及總務處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思考如果透過自籌經費及住宿

費調整，那麼以 10年、20年的整個宿舍生命週期來看，宿舍改造應該是可以考量

的。於是我們大概花了 1億 3仟多萬元來改造宿舍，並將住宿費從 1萬元左右調整

到 1萬 5仟多元，這樣的過程透過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及學生座談會討論後，學生

們也表示可以接受，我們尌利用暑假來進行宿舍內部的模擬，有學生把模擬照片放

上網路，尌引起外界的關注，我們原本也很擔心萬一宿舍改造出來和照片不一樣怎

麼辦？這會讓人很緊張、神經繃緊，可是後來我們還是很有信心認為蓋出來應該會

是一樣，沒想到 8月初訊息出去之後，總統府電話尌來了，說總統要來參觀，希望

能安排一下，然後總統尌訂了一個時間來看逢甲宿舍。教育部研議補助宿舍改造一

房 4000元，若蓋新的尌一房補助 8000元，本校總務長也還在確認若拿到補助之後

是否會被限制不能調漲住宿費？如果真是這樣，那恐怕沒有學校會想要去申請，希

望不要做這樣的政策，因為我們花錢改善宿舍，尌是希望以使用者付費的角度，透



過學生付出合理的成本，可以住到更好的宿舍，這是一個市場行情機制，學校願意

花更多的錢，學生也願意付出較高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安居樂業。以上報告，謝

謝大家。 

(五)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蔡佐良學務長: 

今天這麼多的體驗，給了我們一些有關學生宿舍的學習，宿舍是很重要的，我

們雲林科大學生宿舍也進入了一個長期的整修過程，原先舊的寢室有一個很不好的

設計，尌是浴室在房間走道的盡頭，學生晚上打球後回來盥洗，一路走到浴室，兩

旁房間都會被吵到，盥洗時也很吵，所以我希望把全校的宿舍改成套房式，在管理

上也會好很多。公共浴室及廁所往往髒亂沒人管，沒人承認垃圾是誰丟的，東西壞

了也無所謂，更糟的是不銹鋼門把常常被偷，所以我要把學生宿舍改成套房式。 

另一件事是連儂牆，本校是在活動中心外面的一個地方設立看板給學生張貼，

管理者是學生會，到目前為止相安無事，但我們也在預做準備，萬一陸生抗議港生

可以貼，陸生也要求一個地方可以貼，那怎麼辦？我大致上已經想好，請課指組將

學務長的想法告知學生會，尌是在另一個地方再設立一個看板。基本上，只要不是

人身攻擊和謾罵，都是可以張貼的，但我覺得如果是在國家領導人照片塗鴉，我是

覺得不妥，再怎麼樣也要尊重人家，像這種情形我尌會建議拿掉，還有不要隨便去

撕海報，要撕海報必頇由學生會去撕。目前校內相安無事，儘管如此，還是要注意

不要節外生枝，謝謝大家。 

(六)中國醫藥大學魏一華學務長： 

有港生向學生會要求設置連儂牆，我思考了很久尌告訴他們學生會是一個代表

學校的群體，港生來拜託學生會了，那是不是要與陸生談一談，如果和陸生溝通之

後覺得沒問題，那尌開始去做；如果陸生不同意，那尌必頇慢慢地試著去說服他們，

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權益，我想這樣是最適當。 

昨天我剛好在媒體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陸生的自白，那一篇文章寫到陸生

在他們學校內其實是弱勢，才 20幾位，他們在學校有點像過街老鼠。但是對我來

說，我是一位學務長，我保護的是所有學生，不是只為了某一個群體而在這裡當學

務長，所以我覺得保護所有學生是我應盡的責任。剛剛聽完暨大學務長的分享，我

想我回學校之後知道該怎麼做了，尌是我應該要和他們全部談一談，其實我已經透

過導師會議，請導師開始處理，生輔組和教官們也都已經介入輔導，但是我覺得還

是要和相關學生們溝通一下，了解他們現在的心態，我比較擔心的是這些陸生離鄉

背井來台灣求學，沒有父母陪在身邊，可是當反送中這個事件在發酵的過程中，他

們還是有可能受到影響，因為可能尌在同一個班級上課，他們可能受到其他同學討

論等一下要去貼海報，然後討論陸生應該要怎樣之類的話，我想這些可能會成為一

種語言霸凌，還是會影響陸生在學校的情緒，我覺得學校是一個避風港，應該是要



讓他們安心尌學。 

我覺得各位學務長的分享都非常棒，也尌是學生們大家要理性，如果有不理性

的學生，那尌透過主辦單位或學務處依法去處理和溝通，希望可以維持一個和平。 

(七)國立聯合大學林本炫學務長： 

聽到大家的分享，我覺得很好，所有學生不管是陸生、港生都是我們的學生，

都要照顧，取得一個平衡，有些學校陸生比較多，背後有國家支撐，又是學校的招

生來源，所以可能比較強勢，這樣也不好；有的陸生在學校人數相對較少，所以可

能是弱勢，這個時候學校要去照顧他們。所以，陸生可能根據每所學校的人數比例，

以及學校的特殊考量，可能出現陸生弱勢而港生強勢，或陸生強勢而港生較弱勢等

情形，每校的情況不盡相同。 

本校目前倒是還沒發生衝突情形，但基本上所有學生都是學校的學生，這個觀

念要先確立，學校的作法是依法處理，不會偏袒任一方，取得平衡，本校目前雖然

相安無事，但經過大家的分享，我們也可以清楚了解如何處理問題，並以照顧所有

學生的角度來處理，謝謝大家。 

(八)修平科技大學蘇馨副學務長： 

剛剛非常謝謝各位學務長的分享，有關於港生、陸生的問題，雖然本校只有 1

位港生及 1位陸生，但是我們還是有掌握兩位學生的狀況。也謝謝虎尾科大鄭學務

長安排這麼好的體適能活動，雖然本校學務長公忙不克前來，但是本校也是非常支

持這次參訪，學務處各組組長都來參加，整個參訪過程非常棒，上午鄭學務長的學

務工作分享，以及木工手作活動，好久沒有像這樣親自動手做木工，感覺非常棒，

我們生輔組組長有時候會在宿舍做修繕，非常熱心，有學生反映尌會拿著工具幫學

生修繕，所以他今天動作很快，是第一位完成作品。還有中午的音樂饗宴，下午的

體適能活動，大家都做了一些運動，也流了一些汗，發覺大家都變年輕了，收穫良

多，感覺很棒，謝謝鄭學務長帶領的團隊，謝謝大家。 

(九)中臺科技大學林本堅副學務長： 

今天非常感謝虎尾科大給我們非常好的接待，本校港生有 3位、陸生有 6 位，

雖然人數不多，但我們還是密切注意他們的狀況，本校港生及陸生分別由兩個單位

管理，所以各自管好自己的學生尌對了，目前也沒發生什麼狀況，不過今天聽到大

家的分享，回學校之後還是要做一些準備，也主動關心學生，謝謝各位學務長提供

很多寶貴意見，謝謝。 

(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丘周剛學務長： 

這次虎尾科大的參訪活動辦得很好，也非常感謝大家對於連儂牆事件的分享，

學到很多處理的方式。虎尾科大對於學生宿舍的改造，也可以做為本校的參考，非

常謝謝大家。 



(十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鄭仁杰學務長： 

今天代表本校歡迎各位學務夥伴蒞臨，來到本校一起交流，透過這樣的交流活

動，大家可以彼此互相學習，作為學務工作的參考。本校港生有 6位、陸生有 18

位，也不算太多，我們目前雖然也相安無事，但還是不能鬆懈。透過大家的分享，

讓我們知道問題發生的第一時間大概要如何處理，或是現在頇要注意那些事情，不

管是行政會議、導師會議，以及僑生座談會，我們都有和學生聊過，其實他們都蠻

乖的，感覺學工程的學生似乎比較不會想東想西，所以目前還是正常。 

期望大家在學務工作都圓滿順利，整個學務工作順利推展，感謝各位蒞臨，謝

謝大家。 

 
  



參、活動滿意度回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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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活動時間 108年 10月 04日 
活動 

地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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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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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工作觀摩及 Maker 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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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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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區參觀及體適能體驗 

1.您對活動之滿意程度  98% 2% 0% 0% 0% 

2.您對活動時間長短 96% 4% 0% 0% 0% 

3.您對活動整體安排的滿意程度  98% 2% 0% 0% 0% 

4.活動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9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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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文郁校長開幕致詞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楊皓程教官開幕致詞 

  

中區學務中心蘇武昌召集人開幕致詞 鄭仁杰學務長分享學務工作簡報 

  

活動室學務交流 大合照 



 

  

  

   

飛機棚廠參觀 

 

 



 

  

  

 

飛機棚廠參觀 

 

 



 

  

  

 

 

Maker木工手作 

 

 



 

  

  

  

Maker木工手作 

 

 



 

  

  

  

職能大樓學生社團中心參觀 

 

 



 

  

  

  

學生宿舍體適能中心參觀體驗 

 

 



 

  

  

  

學生宿舍體適能中心參觀體驗 

 

 



 

  

  

 

學生宿舍學習資源中心參觀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