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樹德科技大學辦理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從藥物濫用談校園人權、法治教育」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 108年 11月 6日臺教學(二)字第 1080160200號函辦理。「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工作計畫」暨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
協調聯絡中心「109年度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辦理。 

二、目的：  

(一)強化各校學務人員了解藥物濫用之【罪犯與病犯】之內涵與核心價值，落

實校園人權的維護，建構友善的校園環境與文化。 

(二)配合教育部「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政策規劃，說明當前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實務工作執行重點，並藉由機構說明瞭解當前戒治資源整合情形，

提升多元處理能力。 

(三)針對校園藥物濫用個案司法處遇、社會資源連結及藥癮者治療方式等問題，

聘請相關領域專家辦理演講，以強化個案輔導應處作為，加以具體落實於

現代生活的不同情境中，各個群體的言行規範，期藉專家學者演講及推展，

凝聚各校同仁共識，提升服務熱忱。 

(四)透過心得分享、相互交流與經驗傳承，促進各校學務人員與學生幹部座談

交流與對話，凝聚共識，增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效能。 

三、實施方式： 

(一)藉增能性之學者專家演講及實務工作者之經驗分享，強化學務人員參與層

面，促進各校工作人員防治藥物濫用觀念與人權教育之實踐方式。 

(二)邀請高雄市毒品防制局及防制藥物濫用績優學校，進行推動成果、社團帶

動經驗分享與互動交流。 

四、指導單位： 

(一)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二)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國立成功大學)。 

五、主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六、研習日期：109年 6月 19日(五)08:20~17:00。 

七、研習地點：樹德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4樓 A0409國際會議廳。 

八、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暨南區高中職校學務長、學務主任、學務相關業

務工作同仁、軍訓教官、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幹部，各校 1~2人、合計 70

名(如額滿時，以南區大專校院為優先)。 

九、報名及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 

   樹德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蔡福記  先生。電話：



(07)6158000-2134、手機:0929095582。   報名表單/QR code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vnp8jEgAM3J6T5G99 

     電子郵件：填妥報名表單 email:tsai7453@stu.edu.tw完成報名作業。 

  (二)報名截止日期:109年 6月 12日 12時止 

  (三)報到通知與活動訊息等，將 e-mail予各參加人員，不再以紙本通知。 

  (四)已完成報名程序之參加人員，若有疑問請再以電話確認。 

  (五)各校報名人員若不克出席，請儘早通知承辦單位，避免資源浪費。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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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費      

由原單位依規定支給。 

  (七)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研習人員請自備環保杯與會。 

  (八)為了防疫自我保護，請全程戴口罩。 

十、活動認證：全程參加一日研習者，由本校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證書。 

十一、預期效果： 

(一)透過增能性之專題演講、分組座談及經驗交流觀摩等，提升各校學務人員

瞭解藥物濫用【罪犯與病犯】之內涵、核心價值，返校後落實校園人權理

念。 

(二)促進學務人員交流與對話，建立溝通管道與支持系統，深化學務工作知

能。 

(三)藉由防制藥物濫用績優學校與專業人士之實務研究心得分享、相互經驗交

流，期能精進推動策略、汲取各校特色、推動資源整合，透過各校學務人

員與學生幹部座談交流與對話，凝聚共識，增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效

能。 

十二、交通資訊： 

(一)活動當日備有接駁車，接駁時間及地點如下，歡迎搭乘。 

https://forms.gle/vnp8jEgAM3J6T5G99
mailto:tsai7453@stu.edu.tw


1.去程： 

發車地點：高雄捷運左營站 1號出口，時間：08:20(準時發車)。 

2.回程： 

發車地點：樹德科技大學行政大樓，時間：17:10(預訂)。 

目 的 地：高雄捷運左營站 1號出口。 

(二)自行前來者(開車或搭乘公車)，請參閱附件交通資料查詢交通資訊。 

十三、研習活動議程表如附表一、報名表如附表二、交通資訊如附表三、研習  

場地位置圖附表四。 

 

  



(附表一)：研習活動議程表 

教 育 部 109 年 度 南 區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事 務 工 作 計 畫 ~ 

「 從 藥 物 濫 用 談 校 園 人 權、法 治 教 育 」研 習 活 動 議 程 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引 言 人 /主 持 人 /主 講 人  

8:20~8:50 報到  

8:50~9:10 開幕致歡迎詞&大合照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  陳清燿校長   

9:10~9:30 來賓致詞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  陳清燿校長 

9:30-10:30 

主題： 

高雄市毒品防制局現況

分享(策略、目標與校園藥

物濫用防制作為)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  顏世慧學務長 

主講人： 

高雄市毒品防制局  阮清陽局長   

10:40~12:10 

主題：法治教育 

人權法治教育談藥物濫

用防制策略、法律與實

際案例分享(暫定)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     顏世慧學務長 

主講人： 

前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王捷拓檢察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4:10 

主題：人權教育 

藥物濫用談【罪犯與病

犯】之內涵、核心價值

與案例分享(暫定) 

主持人：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科 蔡明諺  主任 

主講人：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李俊宏主任 

14:10~15:10 

主題： 

複方中藥輔助藥癮戒治 

(暫定) 

主持人：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李俊宏主任 

主講人：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科 蔡明諺  主任 

15:10~15:3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樹德科技大學        顏世慧學務長 

15:30~16:30 

學校分享主題： 

藥物濫用防制績優學校 

(每校提報 20分鐘，提

問 10分鐘)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        顏世慧學務長 

第一組：輔英科技大學  高永男組長  

第二組：南臺科技大學  呂耀斌教官 

16:30~17:00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主持人： 

樹德科技大學    顏世慧學務長 

17:00 賦    歸  



(附表二) 

教育部 109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從藥物濫用談校園人權、法治教育」研習活動報名表 

「從藥物濫用談校園人權、法治教育」研習活動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學校 
 服務/就學單位 

及職稱 

 

(請寫職務全銜) 

行動電話 
 

飲食習慣 
□葷    □素 

特別飲食習慣： 

E-mail 
 

交通方式 

自行前往 □是   (自行開車  車號：              ) 

搭乘接駁車 

來程 

□是 8：20（新左營高鐵/台鐵站→樹德科技大學） 

□否 

搭乘接駁車 

回程 

□是 17：10（樹德科技大學→新左營高鐵/台鐵站） 

□否 

※活動詳情請洽樹德科技大學學務處 07-615-8000＃2134。 

※請填妥報名表郵寄至 tsai7453@stu.edu.tw 或上網報名 

※當天請攜帶公文/活動通知單出示門口警衛，以利通行。 

※若不克出席研討會，請儘早告知承辦單位，以節省資源。 

個資蒐集與隱私權聲明 
感謝您報名此活動。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將藉由您參加本活動之過程來蒐集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所

屬類別: Ｃ○○一、Ｃ○○三  及Ｃ○一一  ），其蒐集目的僅係供本校於辦理活動及保險時使用。關於您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的利用地區僅限台灣地區(包括台澎金馬)，利用方式包括以電子郵件、電訪方式或其他可以與您

直接或間接聯繫之方式進行。未經您的許可，本校不會將您的個人資訊與第三人分享或移作其他目的使用，除

非係為完成您所請求的服務所必要或法律要求者。您對於本校相關網站所取得其個人資料，可以與本校連絡，

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本校都將尊

重您的權益且迅速為您進行處理。 

mailto:請填妥報名表郵寄至tsai7453@stu.edu.tw


(附表三) 

教育部 109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從藥物濫用談校園人權、法治教育」研習活動 

交通資訊 

一、開車（本校備有停車場）： 

（一）國道 1號：【楠梓旗山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沿省 22公路往旗山方向行駛，約

10分鐘內即可抵達本校。 

（二）國道 10號：【燕巢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沿省 22公路往旗山方向行駛，約 3分

鐘可抵達本校。 

二、高鐵：於高鐵新左營站下車，請至【高雄捷運左營站 1號出口】搭乘活動接駁專車。 

三、台鐵(新左營車站)：於台鐵新左營站下車，請至【高雄捷運左營站 1 號出口】搭乘活動

接駁專車。(要搭乘者，請事先告知，以利接駁車輛統計) 

 

 

 



(附表四) 

 教育部 109年度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從藥物濫用談校園人權、法治教育」研習活動 

研習場地位置圖 

 

會議地點： 

行政大樓 4 樓 

國際會議廳

A0409 

汽車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