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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 活動目的：  

（一） 提供全國大專校院新、舊任學生事務長（主任）熟悉當前學生事務政策

暨瞭解教育政策規劃與願景。 

（二） 經由相關教育政策說明、專題演講、分享研討等方式相互交流與經驗傳

承，以瞭解校園文化現況、凝聚共識暨充實學輔知能，以期傳承與整合

學務工作經驗，提昇學務工作服務品質。 

（三） 針對當前校園的重要議題及學務工作之現況，集思廣益，尋求突破之道，

以提升學務工作效能。 

二、 主辦機關：教育部。 

三、 協辦單位：四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龍

華科技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四、 承辦學校：大仁科技大學。 

五、 活動日期：108 年 8 月 22 日至 23 日（星期四至星期五）舉行，為期 2 天。 

六、 活動地點：大仁科技大學行政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高雄福華大飯店 

              (地址：90741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 20 號/ 800 高雄市新興

區七賢一路 311 號)。 

七、 參加對象及人數：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長（主任）：新就任與任現職者（不克出席者請報知承

辦學校，並請派員代理出席），全程參加 2 天，計 200 人（含教育部及承辦學

校工作人員）。 

八、 活動內容：資深續/卸任學生事務長（主任）頒獎、專題演講、校園實務議題

分享與座談、政策宣導及綜合座談（含提案討論）等(詳見議程表)。 

九、 參加費用：不另收取報名費，惟學生事務長（主任）參加活動所需交通費，建

請各校酌予補助。 

十、 報名頇知：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截止報名。 

（二） 報名方式：擇其一方式(請以專屬網站報名為主) 

1. 活動專屬網站： 

https://a05.tajen.edu.tw/p/426-1005-22.php?Lang=zh-tw。 

 

https://a05.tajen.edu.tw/p/426-1005-2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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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報名系統： 

https://web207.tajen.edu.tw/College_seminar/108WorkCollegeStu
dent.asp 

3. E-mail 電子信箱報名: 請填寫報名表(詳見報名表)資料後，寄送到 

yiching831@tajen.edu.tw，並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電話：

08-7624002#1335，聯絡人：李依靜小姐)。 

（三） 已完成報名程序之參加人員，將收到報到通知郵件及 QRCode，不另行

通知報名成功，若有疑問請再以電話確認。 

（四） 有提案需求者請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前至專屬

報名網站填寫提案單。 

（五） 各校報名人員若不克出席研討會，請儘早告知承辦單位，以避免資源浪

費。 

（六） 響應節能減碳，報到通知與活動訊息等，將 e-mail 予各參加人員，承辦

單位不再以紙本通知。 

十一、 報到方式：請開啟或下載報到通知 QRCode，並請於 108 年 8 月 22 日（星

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至大仁科技大學九樓國際會議廳報到。 

十二、 交通資訊： 

（一） 108 年 8 月 22 日去程與 108 年 8 月 23 日返程皆備有接駁專車。 

（二） 108 年 8 月 22 日去程接駁專車，訊息如下： 

1. 搭乘高鐵者→高鐵左營站 

(1) 高鐵時刻表 http://www.thsrc.com.tw/tw/TimeTable/SearchResult 

(2) 搭乘接駁車請在高鐵左營站 3 號出口處集合，由手持指示牌同學/

同仁接待上車，上午 9 時 00 分準時開車，逾時不候。 

2. 搭乘火車者→臺鐵屏東站 

(1) 臺鐵時刻表 https://tip.railway.gov.tw/tra-tip-web/tip 

(2) 搭乘接駁車請在屏東車站北二門出口集合，由手持指示牌同學/

同仁接待上車，上午 9 時 10 分準時開車，逾時不候。 

（三） 大眾運輸工具 

搭台鐵幹線至屏東站下車→再轉至屏東客運→往鹽埔至大仁科技大學 

(約 15～20 分鐘）。 

（四） 自行開車 

1. 從中、北部南下來本校：下南二高屏東縣鹽埔交流道左轉接台 27 線左

轉 1km 即可抵達大仁科技大學。 

2. 從萬丹、新園、東港來本校：沿台 27 線往北方向，經海豐三山國王廟 

後再 4.6 公里，即達大仁科技大學。 

3. 鳳山、大寮過高屏大橋沿機場外圍道路，接台３線往九如方 向，第一

個紅綠燈右轉經香蕉研究所沿本校路標 即可抵達大仁科技大學。 

4. 從內埔、潮洲來本校：南二高北上方向，下長治交流道後，沿南二高

下平面 道路直走，接台 27 線右轉，即可抵達大仁科技大學。 

（五） 大仁科技大學交通位置圖與平面圖，詳如附錄一。 

https://web207.tajen.edu.tw/College_seminar/108WorkCollegeStudent.asp
https://web207.tajen.edu.tw/College_seminar/108WorkCollegeStudent.asp
mailto:yiching831@tajen.edu.tw
http://www.thsrc.com.tw/tw/TimeTable/SearchResult
https://tip.railway.gov.tw/tra-tip-web/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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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攜帶物品：個人名片、健保卡、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筆記用具、習慣用藥、

正式服裝等等。 

十四、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李依靜小姐 

聯絡電話：08-7624002#1335／傳真電話：08-7623604 

E-mail 信箱：yiching831@tajen.edu.tw 

（二）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郭柏育組長 

聯絡電話：08-7624002#1330／傳真電話：08-7623604 

E-mail 信箱：kuolee326@tajen.edu.tw 

十五、 預期效益 

（一） 提供新上任學務長落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知能，藉由研討會

議經驗分享與交流，達到薪火相傳、汲取新知、激發創意之功效，以利

快速融入學生事務服務團隊行列。 

（二） 藉由研討會專題演講與分站選修課程，適時傳遞教育部教育政策理念與

實施方針，冀望各校學務長能夠無縫接軌，將政策普遍落實於全國各

校。 

（三） 提供全國大專校院各校學務長經驗交流機會，促進各校共同合作與策略

聯盟機會。 

十六、 其他：若預定辦理活動期間遭遇颱風等無法抗力因素，於取得本部確認同

意後，將取消本次活動辦理（將於 108 年 8 月 21 日於專屬網站公告與電

子郵件通知），並順延約一個月辦理本活動，確切補辦日期另以紙本通知。 

十七、 本實施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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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日程表 10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 議程表 

第一天：8 月 22 日（星期四）議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及備註 

07：00~09：30 出席人員交通時間 

 搭乘高鐵接駁專車者，請在高鐵左營站 3

號出口集合，由大仁科技大學同仁接待上

車，上午 9 時準時開車。 

 搭乘臺鐵接駁專車者，請在屏東火車站前

站北二門出口集合，由大仁科技大學同仁

接待上車，上午 9 時 10 分準時開車。 

09：30~10：00 報到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圖資大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10：00~10：50 

【開幕式】 

& 

【感恩及祝福】 

致贈資深續任/卸任 

學生事務長感謝牌 

 主持人： 

教育部 

大仁科技大學 王校長駿發 

 頒獎人： 

教育部 

圖資大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10：50~11：00 【大合照】 

 主持人： 

大仁科技大學 邱學生事務長

懋峮 

圖資大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11：00~12：30 
【專題演講】【暫訂】 

網路世代媒體素養教育 

 主持人： 

大仁科技大學  

王校長駿發 

 主講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炳宏教授 

圖資大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12：30~13：30 午餐時間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圖資大樓八樓 

13：30~15：00 

【學務工作與輔導主題特色

分享】【暫訂】 

1. 青年世代的學生參與 

2. 生命教育與健康素養 

3. 全人教育的創新發想 

4. 社交與情感教育學習 

 主持人： 

國立中央大學 

林學生事務長沛練 

 

 主講人： 

1.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柯學生事務長志堂 

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丘學生事務長周剛 

圖資大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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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8 月 22 日（星期四）議程 

3.東海大學 

羅學生事務長文聰 

4.輔仁大學 

王學生事務長英洲 

15：00~15：50 

【校園實務研討激盪與發想】

PARTⅠ 

為「人權･陪伴･關懷･了解」~

友善校園學習環境 – 從人權

公約出發談友善學習環境的營

造與推動-序言 

 引言人： 

國立中正大學 

施教授慧玲 

圖資大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15：50~16：15 茶敘暨宣導影音播放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圖資大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16：15~17：20 

【校園實務研討激盪與發想】

PARTⅡ 

為「人權･陪伴･關懷･了解」~

友善校園學習環境 – 從人權

公約出發談友善學習環境的營

造與推動（各討論議題擬訂中） 

1.學生學習權益與相關訴求之因應 

2.學務工作在特教經營的支持與推

動 

 主持人： 

1.北一區：輔仁大學 

王學生事務長英洲 

2.北二區：龍華科技大學 

王學生事務長延年 

3.中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蔡學生事務長佐良 

4.南區：國立成功大學 

洪學生事務長敬富 

H101 教室 

H102 教室 

H104 教室 

H105 教室 

17：20~18：40 【校園巡禮】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校園 

18：40~20：30 【晚宴】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高雄 

福華大飯店 20：30~ 【安歇休憩】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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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 議程表 

第二天：8 月 23 日（星期五）議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及備註 

07：00~09：00 早餐時間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高雄 

福華大飯店 

餐廳 

09：00~10：30 

【校園實務研討成果】 

針對第一天下午議題進行分享與

回應： 

1. 四區代表分享討論成果 

2. 回應與回饋 

 主持人【暫訂】： 

樹德科技大學  

顏學生事務長世慧 

 分享人： 

各區薦選學生事務長代

表，共計 4 位 

高雄 

福華大飯店 

會議廳 

10：30~10：50 茶敘暨宣導影音播放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高雄 

福華大飯店 

會議廳 

10：50~11：40 【教育部業務政策宣導】 

 主持人：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鄭司長乃文 

 報告人： 

教育部相關單位 

高雄 

福華大飯店 

會議廳 

11：40~12：1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含頒贈承辦單位感謝牌） 

 主持人：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鄭司長乃文 

大仁科技大學 王校長駿發 

高雄 

福華大飯店 

會議廳 

12：10~13：30 午餐時間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高雄 

福華大飯店 

會議廳 

13：30~16：00 【觀摩參訪與學習】 大仁科技大學團隊 高雄港參訪 

16：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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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 

報名表 

會議時間：108 年 8 月 22 至 23 日（星期四至五） 

會議地點：大仁科技大學/高雄福華大飯店 

學校區域   □北一區    □北二區    □中區     □南區 

姓  名  學校名稱  

服務單位  職    稱  

是否保險 
□是(依規定適用於非公務人員) 

□否(公務人員身份者不得再重複保險)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通訊資料 
電  話  行動電話  

E-Mail  

飲食習慣 □葷  □素（□蛋奶素；□全素）  □特殊需求             

住宿意願 

□不需安排住宿 

□需安排住宿，由主辦單位安排同房者 

□需安排住宿，並已協調同房者為：學校     姓名：      

□需安排住宿，安排單人房並依飯店實際房價補足差額 

前往方式 

□搭乘高鐵/高鐵左營站 3 號出口處集合，9:00 準時開車 

□搭乘臺鐵/屏東火車站本二門出口處集合，9:10 準時開車 

□自行開車(車牌號碼：          ) 

□自行處理交通方式 

回程方式 

□搭乘高鐵左營站接駁專車 

□搭乘台鐵屏東站接駁專車 

□自行處理交通方式 

觀摩參訪 □參與 □不參與 
□搭乘接駁專車至高鐵左營站 

□交通自理 

1. 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僅得為與會人員之非公教人員投
保（限私校）；私校出席與會人員有意投保者請填寫提供相關資料，以憑辦理投
保相關作業。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截止報名。 
3. 報名方式：請至專屬網站報名或 E-mail 報名，填寫報名表資料後，寄送到

yiching831@tajen.edu.tw，並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電話：08-7624002#1335，
聯絡人：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李依靜小姐)。 

4. 請自行攜帶筆、環保餐具及茶杯與會，以響應環保。 

※報名請至專屬網站 https://a05.tajen.edu.tw/p/426-1005-22.php?Lang=zh-tw。 

https://a05.tajen.edu.tw/p/426-1005-2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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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蒐集、處理及利用個人資料提供 

同意書 

 

一、 教育部為辦理 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聯繫、住宿等相關

事務工作，需請各單位參與會議人員提供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公務聯絡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 

 

二、 承辦單位會妥善保管參與會議人員個人資料，除第一項所列工作，不作其他

目的利用，亦不會揭露給與會議事務無關之人員。會議事務工作結束後，所

蒐集之個人資料依規定予以銷毀，電子檔予以刪除，以善盡個人資料保管責

任。 

 

三、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請確認是否同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給承辦單位，作

為第一項所列目的之利用。 

□同意              □不同意 

 

 

 

 

當事人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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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議提案表 10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 

提案表 

 

（如有提案者，請併同報名表於 10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傳送至

yiching831@tajen.edu.tw 或逕至活動報名網站填寫，並考量相關作業進行時效，

逾期之提案恕不受理。） 

一、提案內容： 

案由 說明 備註 

   

二、提案單位基本資料： 

（一） 校    名 ： 

（二） 學務長/主任/姓名 ： 

（三） 聯 繫 電 話 ： 

（四） 填 表 日 期 10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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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至大仁科技大學】 

（一）從中、北部南下來本校： 

下南二高屏東縣鹽埔交流道左轉接台 27 線左轉 1km 即可抵達。 

（二）從萬丹、新園、東港來本校： 

沿台 27 線往北方向，經海豐三山國王廟 後再 4.6 公里，即達大仁科技大學。 

鳳山、大寮過高屏大橋沿機場外圍道路，接台３線往九如方向，第一個紅綠燈右轉經香

蕉研究所沿本校路標 即可抵達。 

（三）從內埔、潮洲來本校： 

南二高北上方向，下長治交流道後，沿南二高下平面 道路直走，接台 27 線右轉，即可

達大仁科技大學。 

（四）搭乘客運來本校： 
搭台鐵幹線至屏東站下車→再轉至屏東客運→往鹽埔至大仁科技大學 (約
15～20 分鐘）。 

 
 
 
 
 
 
 
 
 
 
 
 
 
 
 
 
 
 
 
 
 
 
 
 
 
 
 

  

鹽埔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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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平面圖】 

 

 

  

研討會 

九樓國際會議廳 

校園實務研討 

激盪與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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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接駁車】 

 

（一） 高鐵-左營站 3 號出口 

 

 

 

（二） 高雄捷運-左營站 1 號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