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議會 
108 學年度社團聯合議事暨評議研習營企劃書 

一、依    據：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之課程主題辦理。 

二、目    的：為了讓校內外社團學子們可以更了解議事及學生自治之相關資訊，所以特邀

請相關議事專家蒞臨本校做傳授與交流。 

三、指導單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四、主辦單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議會、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評議會 

五、協辦單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會、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 

六、研習日期：108 年 11 月 28 日(四) 09:00-18:30 ~ 108 年 11 月 29 日(五) 09:00-17:30 

七、活動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綜合大樓第二閱覽室  

八、參加對象：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議會、學生會、系學會、社團幹部及全國大專校院自

治組織及相關社團幹部或指導老師，計 140 名（額滿為止）。 

九、活動費用：活動期間全程免費。惟各校仍須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及住宿費用。 

十、活動方式：1、邀請相關學生權益、學生議事、評議專家，蒞校演講。 

      2、透過各校間的提問與溝通，促進經驗交流。 

      3、親臨體驗議事實戰情況。 

十一、活動日程： 

時間 11/28(四)議程 內容 

09:00-09:30 報到 學員領取資料、進場 

09:30-09:40 始業式 

開幕/貴賓致詞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徐守德校長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 OOO 

09:40-11:30 專題課程（一） 

引言人：柯志堂教授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 

主講人：邀請中 

11:30-11:40 大合影暨茶敍時間 中場休息 

11:40-12:00 當我們同在議起 
破冰活動  

主持人:學生議會 

12:00-13:00 午餐暨聯誼 享用美味午餐、各校交流聯誼 

13:00-15:00 專題課程（二） 

引言人：柯志堂教授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 
主講人：邀請中 

15:00-16:00 
實務演練Ⅰ 
(問題與討論) 

實務演練 

（主持人-德明議會、評議會、 

學生會幹部擔任關主） 

16:00-16:20 茶敘時間 交流時間 

16:20-17:00 
實務演練Ⅰ 
(分享與報告) 

議題分享 

17:00-18:00 實務演練Ⅱ 

實務演練 

（主持人-德明議會、評議會、 

學生會幹部擔任關主） 

18:00-18:30 隔日事項宣導 
綜合報告 

（主持人：德明議會、評議會） 

 
 

  

http://www.casa.url.tw/hot_230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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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預期效用：藉由專題講座、經驗分享及討論交流，增進自治組織及社團幹部相關

專業知能及提昇效能。 

十三、評估方式：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評估。 

十四、活動認證：參加研習者，由本校發給研習時數 16 小時之證書。 

十五、報名方式： 

（一） 一律採 Google 表單報名， 

於 108 年 11 月 01（五）前完成報名手續。 

https://forms.gle/wLiWbdsHvz5aRdPk7 

 

 

（二）本研習會參加名額以 140 名為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01（五）止依報名順序

額滿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方式。 

（三）完成報名之資料，將於 11 月 14 日（五）整理完畢，並公佈於本校課指組網站上，

請自行上網（http://www.takming.edu.tw/activity/）查詢。 

十六、活動聯絡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議會議長胡凱誠 0989-245-30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課指組歐欣樺老師 02-2658-5801 轉 2224 

傳真：（02）2658-2507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56 號(課指組) 

E-mail：sin821003@takming.edu.tw（課指組歐欣樺老師） 

takming13sp@gmail.com（學生議會） 

 

十七、附件資料：活動報名表(內含本校交通路線圖；本校校園平面圖) 

交通路線圖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56 號 

時間 11/29(五)議程 內容 

09:00-09:30 報到 學員領取資料、進場 

09:30-11:30 專題課程（三） 

引言人：柯志堂教授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
事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 
主講人：邀請中  

11:30-13:00 午餐暨聯誼 享用美味午餐、各校交流聯誼 

13:00-15:00 專題課程（四）  

引言人：柯志堂教授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
事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 
主講人： 邀請中 

15:00-15:10 茶敍時間 中場休息 

15:10-16:30 實務演練Ⅲ 

實務演練 

（主持人-德明議會、評議會、 

學生會幹部擔任關主） 

16:30-17:30 綜合座談及結業式 

綜合報告/閉幕 

主持人：柯志堂教授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
事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 

https://forms.gle/wLiWbdsHvz5aRdPk7
mailto:E-mail:sow@sow.org.tw
http://www.casa.url.tw/hot_230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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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區周邊劃設汽、機車停車位少，且校內汽、機車停車位有限，無法提供停車需求，請搭乘大眾

運輸交通工具來校！！ 

 

 

 

 

 

 

 

 

 

 

 

◎交通資訊說明： 

一、 搭乘公車、客運車： 

二、 搭乘捷運 再轉乘公車： 

三、 駕自用車者來校路線： 

    經中山高速公路由濱江交流道下，沿濱江街上大直橋，右轉至北安路、內湖路，至環山路口時

左轉直走即達本校、或由堤頂交流道下轉內湖方向，至基湖路口右轉接環山路直走到校。

公車據點 公車車號 公車下車站名 

台北火車站 247、287 西湖市場 

大直 
21、28、256、267、247、286、287、 

902、紅 2、棕 16、藍 7 
西湖市場 

士林 620、646、902 西湖市場 

市政府站 藍 7、藍 26、藍 7 西湖國中 

國光客運(原台汽) 基隆-石牌線(國立護專) 西湖國中 

捷運線 捷運站下車站名 轉乘公車車號 公車下車站名 

棕線-文山內湖線 
西湖站(德明科大) 

(下車步行約 5 分鐘) 
- - 

藍線-板南昆陽線 
台北車站 

(轉捷運綠線或橘線) 
- - 

綠線-新店淡水線 
圓山站 

紅 2、21、247 及 287 區
間車 

西湖市場 

橘線-北投南勢角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校園平面圖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週邊住宿訊息 
馥麗精品旅館  

http://www.elegancehotel.com.tw/ 

沐蘭台北時尚精品旅館  

http://www.swmall.com.tw/store.php?store=5 

首都大飯店大直館 

http://www.capital-hotel.com.tw/articles/plist/135/1.html 

香樹花園酒店 

http://www.saurahotel.com.tw/ 

台北萬豪酒店 

http://www.taipeimarriott.com.tw/ 

維多麗亞酒店 

http://www.grandvictoria.com.tw/ 

薇閣精品旅館 - 大直旗艦館 

http://www.we-go.com.tw/dazhi/ 

台北戀館 

http://hotel.bellezza.com.tw/about_ch.php 

台北和璞商旅 

http://bellezza.com.tw/about_ch.php 

http://www.elegancehotel.com.tw/
http://www.swmall.com.tw/store.php?store=5
http://www.capital-hotel.com.tw/articles/plist/135/1.html
http://www.saurahotel.com.tw/
http://www.taipeimarriott.com.tw/
http://www.grandvictoria.com.tw/
http://www.we-go.com.tw/dazhi/
http://hotel.bellezza.com.tw/about_ch.php
http://bellezza.com.tw/about_ch.php


 

莎多堡奇幻旅館 

http://www.sato-castle.com/ 

台北美福大飯店 

https://www.grandmayfull.com/ 

宜家商旅 

http://www.lamaisonhotel.com/ 

有誠商旅 

http://ch.taiwantravelmap.com/hotel/215-ch-index.html 

駿宇飯店 

http://www.hotel-june.com.tw/ 

雅莊商務旅館 

http://www.attichotel.com.tw/03_room.php 

雅柏精緻旅館 

http://www.alpermotel.com.tw/ 

小公館人文旅舍 

http://www.nkhostel.com/ 

城市商旅 南東館 

http://www.citysuites.com.tw/ec99/ushop1078/ShowCategory.asp?category_id=60 

台北西華飯店 

http://www.sherwood.com.tw/ 

台北馥敦飯店 - 復北館 

http://www.taipeifullerton.com.tw/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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