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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一次全體學務長會議實施計畫 
「陸生來台～學生事務對陸生來臺的功能與角色」 

一活動目的： 

（一）邀請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研討陸生來台議題，並請專家學者就相關議題提供

論述與卓見。 

（二）藉由校際交流與經驗分享，瞭解各校關於陸生之行政與輔導工作，期能全面提

升各校學務工作內涵。 

（三）會議輔以分組與綜合座談凝聚共識，期建立可行具體方案與策略聯盟共享資

源。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中區學務中心） 

四、辦理時間：100年 4月 22日（星期五） 

五、辦理地點：惠蓀林場（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山林巷 1號 TEL:049-2942001） 

六、研討主題：陸生來台～學生事務對陸生來臺的功能與角色 

七、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各校學務長及工作人員等計約 40人。 

八、活動方式：透過校際間之經驗分享，與專家學者針對相關主題講演，輔以綜合座

談，凝聚相關積極可行方案。 

九、議程、 

100年 4月 22日（星期五）  

時間 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8:00 交通車出發  中興大學 

9:30~10:00 報到  
惠蓀林場 
渡假山莊交誼廳 

10:00~10:30 開幕式 
教育部長官 

鄭召集人經偉 
 

10:30~11:30 

議題討論： 
1.陸生在台期間醫療保健及人身安

全之因應。 

2.政治敏感問題而造成衝突之因應。 

主持人:南開科大
王學務長延皊 
引言人：亞洲大學
施學務長能義 

 

12:00~13:30 午餐  林場餐廳 

13:30~15:20 
專題演講：陸生來台之前瞻性學生事

務工作 

朝陽科技大學蘇

學務長文斌 
 

15:20~15:45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鄭召集人經偉  

15:45~17:00 森林浴 惠蓀林場歩道 解說員嚮導 

17:00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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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 次全體學務長會議 

「陸生來台～學生事務對陸生來臺的功能與角色」紀錄 
 

一、時  間：100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二、地  點：中興大學惠蓀林場  
三、主持人：鄭召集人經偉          紀錄:李政育、林宛璉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開幕式 
（一）鄭召集人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略） 
（二）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李秘書明益致詞並介紹惠蓀林場概況

（略） 

六、議題討論 

主持人：南開科技大學王學務長延皊 

引言人：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議  題：1.陸生在台期間醫療保健及人身安全之因應。 

2.政治敏感問題而造成衝突之因應。 

南開科大王學務長延皊：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共同來探討：陸生在台期間醫療保健及人

身安全之因應及政治敏感問題而造成衝突之因應，希望大家都可以

暢所欲言。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陸生的官方語言是跟台灣共通的，跟本地生可以融合，在亞洲大學的

現象在就學權益、醫療保障，但軍訓課程是必修，校安系統必須是暢

通，普通問題，如生活方面，以先輔導為原則；牽涉政治問題，則先

通報、後輔導。 

南開科大王學務長延皊： 

因為這是勢必要走的路，但立法院卻還沒有定案，各位實際接觸到的

問題或預想到的意見都可以提出，有的走的比較快，有的還在摸索，

請大家提出來。 

育達商業科大柳學務長金財： 

1.陸生來台的名稱問題：因陸生與僑生在名稱上的不同，保險方面產

生差異，學校負擔的費用加重，在醫療保險上，能否給予人道上

的保障。 

2.假日旅遊問題（含參訪、校外教學）：建議可以統稱【境外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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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意外險。 

3.陸生來台的文化差異、學風、意識型態等問題，都應被重視。 

4.可能也需要諮商輔導方面的協助。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大陸註冊時辦理學生團體保險、醫療保險；意識型態問題還是以本地

的常態為主，但尊重外來文化。 

中臺科大林學務長海清： 

1.開放陸生來台，作為文化交流，台灣學生可學習其長處，例如：陸

生在學習上的表現確實比較積極，可以激勵台灣學生。 

2.意識型態的議題的討論，應避免擦槍走火，教導學生互相尊重、提

升其溝通技巧，以減少衝突。 

嶺東科技大學吳總教官健中： 

1.招收陸生心得：目前仍處於打帶跑的狀態。在人身安全上，本校會

先設想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研擬一套 SOP，要很嚴謹並且跟警察

聯繫。 

2.政治敏感問題：陸生申請成立相關社團，要順水推舟還是要限制，

這個問題就相當值得探討。 

3.國安體系與行政體系脫鉤：此一部分可能造成學校管理上的問題，

建議政府機關應完善處理構成連線，避免造成學校的困境。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有學籍的學生，有參與及成立社團的權利，那是學生求學的權利，

大陸學生來臺，紅線很難設定，柔性的勸導比較有效果，自治性幹部

未來會走到什麼程度很難說。 

建國科大劉學務長炳麟： 

1.本校在開放陸來台就學前，已有交換陸生的經驗，目前在校陸生約

有 123位，可以提供一些心得及建議。 

2.目前陸生沒有健保，兩年前送一位陸生半夜去割盲腸，結帳花了四

萬多，由老師湊錢支付。建議陸生在台至少要有保險，在醫療上

才有保障。 

3.住宿問題：因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會帶來的困擾，例如陸生習慣將

吃不完的東西倒入馬桶，常造成阻塞。部份來台陸生嬌生慣養，

更甚者會將台灣學生當傭人。所以目前本校一間寢室安排 3 位台

生、1位陸生，可照顧陸生，也減少生活習慣差異的問題。 

4.因本校有借用腳踏車的服務，之前發生過陸生利用長假，擅自騎腳

踏車環島，腳踏車壞掉才打電話回學校求救故在台期間的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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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安全也應注意。以後陸生會更多，以上這些問題更層出不窮，

更要建立因應的作法。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關於醫療費用問題，建議各校成立緊急紓困金，可於領取保險理賠

前，先行墊付。 

修平張總教官永吉： 

    1.建議可以辦理相關的研習，讓各學校在處理陸生就學的相關問題更

熟悉。 

2.陸生使用網路發布言論、集結討論，要如何因應？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本次會議就是希望集合大家的意見，向上反應，希望教育部提供相關

資源。 

嶺東科技大學吳總教官健中： 

成立陸生輔導組，是該組專責所有陸生問題？或者回歸原本業務單

位？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目前傾向由該組統包，其他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暨南國際大學僑外組莊組長小萍： 

1.目前暨大在陸生輔導組方面的做法與施學務長所說類似。 

2.除建國科大的住宿安排方式外，想請教各校在陸生住宿安排的經

驗。 

嶺東科技大學吳總教官健中： 

嶺東科大目前安排是 2 台生 2 陸生住 1 間，因考量同儕輔導層面，2

位陸生同住彼此有照應，也比較不覺得孤立。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陸生打散到台生內有一個好處，比較能融入，也比較能了解實際狀況。 

嶺東科技大學吳總教官健中： 

    考量陸生的情緒反應也是重要的一環。 

逢甲大學劉秘書萬發： 

1.陸生帶給台生的啟示：在本校陸生很用功，早上在圖書館前排隊的

幾乎都是陸生。 

2.本校在管理上的做法是集中管理（對陸生一定要有對口單位，逢甲

所有陸生都是住宿，每日實施晚點名，若有一名陸生不到就立即通

報。），融入各系。 

3.除急難救助金之外，陸生也納入學生保險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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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老師因個人意識型態的問題，也許會顯現出排斥陸生來台的樣

態，請教老師本身的意識型態問題要如何因應？ 

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教育部比我們還緊張，一定會給我們參考手冊，各校有自主的權利

一起學習、一起成長，關鍵的歷史時刻，我們要為未來作準備，各

校應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概念，學習互相包容，培養尊重對方的習

慣。 

南開科大王學務長延皊： 

    往後類似的交流會議當更頻繁，教育部應統合有招收陸生學校的經

驗，供他校參考。 

七、專題演講 
主講人：朝陽科技大學蘇學務長文斌 
講  題：陸生來台之前瞻性學生事務工作 
主講內容：如 PPT 附件(略)  
結  論： 
（一）政府推動陸生來臺就學政策：陸生三法過關（2010.8.19），100

學年度開放 2 千陸生來台就讀。 
教育部所提出的「3 限 6 不」原則： 
「3 限」指的是：限制採認的高等學校，只限大陸 41 所優質

大學；限制來台陸生總量；以及限制醫事學

歷採認。 
「6 不」包括：不會加分優待；不會影響台灣原本的招生名額；              

中央政府不會編列獎助學金給陸生；在學期間

不得從事專兼職工作；畢業後不允許留在台灣

就業；以及不准報考公職人員考試。 
（二）針對陸生所推動之學務工作： 

1.初期入學適應措施 
2.生活資訊提供 
3.接待家庭安排 
4.心理適應輔導措施 
5.輔導成立國際文化交流社，提供陸生與其他外籍生交流機會 
6.融入校園文化 
7.中秋節、端午節等各項慶典及慶生活動 
8.與外校（如雲科大、東海大學）交流之成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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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發現台灣（墾丁之旅、溪頭涼夏之旅） 
（三）陸生學習感言：人是走了，但彼此的心依舊連着…… 

多一點愛與關心，創造許多奇蹟與美好。 

問題與討論： 

問：陸生參加政治活動不要涉及助選是否可行?!政治衝突難免，是否可

以開放的心態來對待。不能工讀對陸生來說也是不公平的事，畢竟

不見得陸生每個家庭都很有錢可以供給他們唸書。也不要用特別的

眼光來看待陸生，分散住宿是不是妥當。 

蘇學務長答： 

不要出聲也是一種教育模式，不訂處份感受民主的學習，請陸生參加相

關活動謹言慎行即可。 

鄭召集人： 

    我們都活在矛盾的世界，382，684又涉及人權，法律人抬頭，懂

法律的人很吃香。 

逢甲大學劉秘書： 

    大家可以跟朝陽科大學習，教職員認養學生，這麼有心，而且為善

不欲人知，很佩服朝陽科技大學可以做到那麼好。 

蘇學務長答： 

    學校的次文化營造照顧學生的情境，今日不努力工作，明日就努力

找工作，類似像一種道德規勸，全校教職員大概有一百六、七十個

接待家庭，佔全校三分之一，接待家庭不見得要常帶陸生回家，但

要常打電話，一年吃三、四次飯。讓陸生感受到被人關心的溫暖。 

八、惠蓀林場森林浴： 

林場內除了精心規劃的遊憩景點外，還栽植各種不同的蜜源植物

和誘鳥植物，一年四季都會吸引各種繽紛的蝴蝶和鳥類穿梭前來，

為惠蓀林場增添許多旖旎風光。 

此次由實驗林管理處李秘書明益親自解說，使大家對生態環境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 

九、惠蓀林場咖啡中心： 

近幾年來喝咖啡已成國人習慣，此次活動藉由品嘗“惠蓀咖啡”

了解咖啡樹之習性及咖啡製作過程，更添趣味。 

十、快樂賦歸：16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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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問卷回饋統計表 
本次學務長會議主題包含陸生來台～學生事務對陸生來臺的功能與角色，會中邀

請資深學務長南開科技大學王延皊教授及亞洲大學施能義學務長，藉由議題討論與大

家經驗分享，並邀請對陸生頗有心得的朝陽科技大學蘇學務長文斌，主講陸生來台之

前瞻性學生事務工作，以提升學務人員的認知。本次活動參加人員有中區大專校院全

體學務長及相關同仁參加，承辦單位就本次活動，編製問卷，請與會之貴賓針對本次

研習內容及服務人員服務品質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回收問卷後，將其結果加以分

析，結果如下： 
100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 次學務長會議 

－陸生來台～學生事務對陸生來臺的功能與角色  

活動回饋統計分析 

活動名稱 
學務長會議－陸生來台～學生事務對陸生來臺

的功能與角色 主辦單位 中區學務中心 

活動時間 100 年 4 月 22 日 活動地點 中興大學惠蓀林場 參加對象 
中區學務長及

相關人員等 
計40人 

調查問卷數：40           回收問卷數：35         有效問卷數：35 
項次 

問           題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 
意 

非常 
不滿意 

備

註 
1-1 「議題討論」內容之實用性 67% 31% 2% 0%   

1-2 分享內容能引發興趣與迴響 66% 34% 0% 0%   
1-3 「議題討論」內容有助於業務之推動 71% 29% 0% 0%   
2-1 「陸生來台之前瞻性學生事務工作

專題」之主題具實用性 
70% 30% 0% 0%   

2-2 分享內容能引發興趣與迴響 69% 31% 0% 0%   
2-3 講解內容層次條理分明清晰 70% 30% 0% 0%   
2-4 講師對教材準備充分 83% 17% 0% 0%   
3-1 對於此次活動時間之安排 90% 8% 2% 0%   
3-2 對於此次活動地點之安排 95% 5% 0% 0%   
3-3 對於此次活動餐點之安排 89% 11% 0% 0%   
3-4 對於此次活動工作人員的服務 94% 6% 0% 0%   
4-1 對此次活動整體而言 92%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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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花絮  

 

 
鄭召集人講解及介紹與會人員 

 

 

 

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李秘書明益致詞並介紹惠蓀林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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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論：(主持人:南開科大王學務長延皊) 
1.陸生在台期間醫療保健及人身安全之因應。 

2.政治敏感問題而造成衝突之因應 

 

 

議題討論：(引言人：亞洲大學施學務長能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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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蘇學務長文斌專題演講 

講  題：陸生來台之前瞻性學生事務工作 
 
 

 
深呼吸森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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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蓀林場咖啡中心 

 

 
藉由品嘗“惠蓀咖啡”了解咖啡樹之習性及咖啡製作過程，更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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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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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蓀林場留影（耶） 

 

 
惠蓀林場留影（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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