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大學 101 年度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
「人權教育」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 100 年 12 月 29 日臺訓(一)字第 1000233694 號函送，
「101 年度補助
大專校院辦理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二、目標：
為增進大專校院教職員生對人權法治教育之認識，提升友善校園人權理念
與知能，透過本研討會的專題演講與校際實務經驗分享，將理論與實際融
合，建立校園人權發展方向之共識，以協助學校規劃推動人權教育，以期
將人權的內涵具體落實在日常生活中。
三、預期效益：
(一)增進與會人士對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之目標與理念的瞭解，更能掌握人
權教育發展的方向與趨勢。
(二)對人權教育政策之理念與如何推動有所依循，以期透過經驗分享來提升
大專校院人權教育品質。
四、指導單位：教育部、北二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五、承辦單位：中國科技大學學務處
六、活動日期：101 年 4 月 27 日 (星期五)
七、活動地點：中國科技大學臺北校區格致樓 101 會議廳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三段 56 號）
八、活動對象：
北部地區大專校院推動人權教育之學務工作人員(學務長、課外活動組長、
生輔組長、行政人員等)、業務承辦人或業務相關之教師、行政職員、學生
會或議會代表等共計 70 人(每校參加人員 1 至 2 名)。
九、活動方式：
（議程表詳如附件一）
(一)校園人權教育推動實務經驗分享：
邀請大專校院學務長就校園推動人權教育實務經驗分享。
(二)專題演講：機構實務推動人權案例分享
邀請臺灣展翅協會李麗芬秘書長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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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流與議題討論：針對友善校園與人權教育相關議題進行討論。
議題如下：
1.各校推展友善校園-人權教育遭遇之問題
2.如何增強人權教育推動策略與特色
十、活動報名：
(一)至 101 年 4 月 13 日(星期五)前，完成網路報名，報名網址：http://，
或以電子郵件寄送報名表(詳如附件二)。
(二)請各校惠予參加研習人員公(差)假，並依規定核實支給差旅費。
(三)若不克出席研討會，請於活動日 5 天前儘早告知承辦單位。
(四)若研習活動期間遭遇天災或其他因素，無法辦理本次活動時，由承辦單
位主動通知報名人員，若有未詳盡之事宜，請與承辦單位聯絡。
十一、聯絡方式：
中國科技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施幸延 02-29313416 分機 2156；潘鈺麒
分機 2141 (電子郵件信箱 ycpan@cute.edu.tw)。
十二、接駁與交通資訊（請參照附件三：交通說明）
(一)本校地處都會區，車位有限，請多利用大眾運輸工具。參加人員若自行
開車，請攜帶公文出示並告知門口警衛以利通行，並請依指示停車，自
行注意行車安全。
(二)活動當日將安排接駁車接送，資訊如下：
去程(臺北車站→中國科大)
回程(中國科大→臺北車站)
集合時間
8:30
17:10
集合地點
臺鐵臺北車站大樓東三門
中國科大格致樓前
(三)活動地點：
本校臺北校區格致樓 101 會議室
十三、本實施計畫奉

核定後執行，如有未盡事宜，另行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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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1 年度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
「人權教育」研討會議程表
活動日期：101 年 4 月 27 日 (星期五)
活動地點：中國科技大學臺北校區格致樓 101 會議廳
時間

使用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引言人/參與對象

09:00~09:30

30 分鐘

報到、領取資料

中國科技大學學務處

09:30~09:35

5 分鐘

校長致詞

中國科技大學 谷家恆校長
中國科技大學 陳哲烱學務長

09:35~09:40

5 分鐘

主席、貴賓致詞

北二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
絡中心召集人 鄭武德學務長

09:40~10:00

20 分鐘

休息暨茶敘

全體與會者
主持人：

10:00~12:00

120 分鐘

從釋字 684 談校園人權 ○○大學 ○○○學務長
教育推動經驗分享

分享學校：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2:00~13:30

90 分鐘

13:30~15:30

120 分鐘

15:30~15:50

20 分鐘

休息暨茶敘

40 分鐘

【交流與議題討論】
1.各校推展友善校園人權教育遭遇之問
題
2.如何增強人權教育
推動策略與特色

15:50~16:30

16:30~17:00
17:00~

30 分鐘

午餐暨休息

柯志堂學務長

全體與會者

主持人：○○大學 ○○○學務長
專題講座
【機構實務案例分享】 主講人：台灣展翅協會 李麗芬秘書長

綜合座談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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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與會者

主持人：○○大學 ○○○學務長
○○大學 ○○○學務長
全體與會者

主持人：中國科技大學 陳哲烱學務長

附件二：

中國科技大學 101 年度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
「人權教育」研討會報名表
服務學校

單位/職稱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不辦理保險者免填）

（不辦理保險者免填）

聯絡電話（公） （

□男

□女
年

月

日

行動電話

）

(搭接駁車者，請
務必填寫)

E-mail
飲食習慣

□葷

□ 素

平安保險

是否具有公保身份: □ 是

□ 否

※平安保險之事宜依教育部規定辦理(為「非公教人員」辦理保險)
□自行前往，車號
（本校位處都會區，車位有限，請多利用大眾運輸工具。活動當日自行開
車者，請攜帶公文出示並告知門口警衛以利進入本校，並請依指示停車，
自行注意行車安全。）

交通方式

是否搭乘接駁專車？□是 □否
去程的上車地點與發車時間：（臺鐵臺北車站大樓東三門/08:30 發車）
□臺北車站→中國科技大學
回程的下車地點：（本校格致樓前/17:10 發車）
□中國科技大學→臺北車站
※主辦單位統計後會於行前 E-mail 再次確認與提醒

※時間：101 年 4 月 27 日(星期五)；活動地點：中國科技大學臺北校區格致樓 101 會議廳
※備註：
1.填妥報名表後，請於 101 年 4 月 13 日（星期五）前以網路報名，或以電子郵件寄送報名表
至承辦人信箱（ycpan@cute.edu.tw），以利統計人數及活動相關作業，謝謝！
2.活動聯絡：
中國科技大學學務處 02-29313416 轉 2141；生輔組專線 02-29316464
生活輔導組施幸延(電話 02-29313416 分機 2156)；潘鈺麒(分機 2141)
3.為響應環保，本次研討會敬請自備環保杯，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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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交通說明(詳細資訊請參閱中國科技大學網站-認識中國科大-交通資訊-臺北校
區)【http://www.cute.edu.tw/home_page.html】



搭乘公車
o

從臺北車站可搭乘 236、237、253、294、295 公車至萬芳醫院站下
車



o

從捷運公館站可搭乘 236、253、530、0 南公車至萬芳醫院站下車

o

從松山車站可搭乘 611 公車至萬芳醫院站下車

o

接駁公車棕 2、棕 6、棕 11、棕 12、綠 2 至中國科技大學站下車

搭乘捷運
o

文湖線：搭捷運至萬芳醫院站下車

o

板南線：搭捷運至忠孝復興站轉乘文湖線即可

o

淡水線：搭捷運至臺北車站轉乘板南線至忠孝復興站轉乘文湖線即
可

o

請於捷運文湖線萬芳醫院站出站→沿興隆路三段直行至三商巧福前
紅綠燈左轉→中國科技大學



自行開車
o

中山高速公路【國道 1 號】→接建國高架道路→辛亥路→經辛亥路
與興隆路交叉路口後（過人行陸橋）第一個紅綠燈左轉→中國科技
大學

o

第二高速公路【國道 3 號】新店交流道下→左轉中興路→右轉寶慶
路（過景美橋）→接木柵路四段→左轉辛亥路六段→過懷恩隧道第
二個紅綠燈右轉→中國科技大學

o

第二高速公路【國道 3 號】木柵交流道（往臺北方向）→接國道 3
甲臺北連絡線萬芳交流道下→右轉木柵路（經木柵高工）→右轉萬
芳路至底→經文山區運動中心→至中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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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行開車指示路線示意圖

 臺北車站專車等候地點示意圖（臺鐵臺北車站大樓東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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