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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全體學務長會議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推展」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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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01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一次學務長會議實施計畫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推展」 

一、活動目的： 

1.藉由「雲端生活網」建置與推展之經驗分享，介紹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與學校單位之推動現況。 

2.規劃系統體驗，提供校外租屋資訊與及時學生校外賃居管理，各校可

將租屋安全認證與雲端租屋系統結合，透過本系統之 Google Map，提

供各校學生安全居住場所選擇，並加入易肇事路段的資訊，強化交通

安全宣導。 

3.透過專題演講與實務分享，提供各校有效掌握學生校外賃居資訊，提

升賃居服務成效並達成校外安全生活輔導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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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承辦單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務處 

五、辦理時間：101年 4月 13日（星期五） 

六、辦理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七、研討主題：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推展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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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活動方式：  

1.專題演講：針對「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推展進行專題演講 

2.系統體驗：「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應用體驗 

3.綜合座談與分享：經驗交流與分享 

十、預期效益：藉由雲端租屋系統提供平台作為校際策略聯盟與資源共

享，期能提升各校學務創新工作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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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一次學務長會議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推展」議程 

 

 

 

 

 

101年 4 月 13日（星期五）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  點 

9:30~9:50 報到 國立虎尾科大/學務團隊 

虎尾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 6樓 

第 1會議室 

9:50~10:00 開幕式 

國立虎尾科大/林校長 

振德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聖榮 

 

10:00~12:00 
專題演講－「雲端租

屋平台服務系統」 

國立虎尾科大資工系/ 

江主任季翰 
 

12:00~13:00 午餐 國立虎尾科大/學務團隊  

13:00~14:30 參訪行程  
布袋戲館- 

毛巾工廠 

14:30~16:00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

系統」應用於賃居服

務經驗分享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柳學務長金財  

行政大樓 6樓 

第 1會議室 

16:00~16:30 綜合座談與分享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聖榮 

國立虎尾科大/顏學務長

義和 

 

16:30~ 賦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務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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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01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一次學務長會議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推展」紀錄 

 

一、時  間：101年 4月 13日（星期五）08:30~16:30 

二、地  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三、主持人：林校長振德、歐召集人聖榮     記錄：陳琬婷(虎尾科大) 

黃淑敏(學務中心)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開幕式 

（一）林校長振德致詞： 

各位來賓大家早，回到這個場所事實上讓我覺得很親切，約莫

15年前我曾經在交通大學擔任過學生事務長，後來也擔任過交通大

學的教務長，就個人的經驗而言，對於大學的教育，學生事務工作，

是一個全校工作的核心，包含學生在校園生活的安全、學習還有整

個心態，都跟學務工作有關連。在此要對各位表達敬意，記得我在

交大接任學務長時，有人提醒我，我手上是抱了 8000多顆地雷，不

清楚何時會爆，又或爆了多少顆；基本上我是不會把我個人的手機

號碼給媒體，但當了學務長後，我就把我的手機號碼給了媒體，因

為媒體事實上在找各位的時候，都是有一些狀況，甚至於「交大無

帥哥」都讓我們知名度大增。在學務工作裡頭的確會讓心態變得年

輕，但也是學校最重要的一環。在此，一方面對大家表達敬意，一

方面也感謝中區學務中心給虎科大這個機會來配合辦理這樣子的一

個活動。期待大家對於我們校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提供寶貴的意

見指導，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二）歐召集人致詞： 

大家早安，我想有很多的感謝要說，尤其感謝虎科大這次慷慨

允諾舉辦這次的活動，也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這是今年度第 1次

學務長會議，有這麼多的學務夥伴與會，感到非常高興，謝謝各位

百忙之中抽空前來。 

此次的主題是「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這是教育部十分重視

的業務之一，透過這次專題演講與實務經驗交流，讓各位有效的掌

握學生校外租賃資訊，再次感謝虎科大校長與行政同仁的協助。 

（三）林校長及歐召集人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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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題演講 

（一）陳大正副校長介紹概況： 

首先要感謝中區召集人歐學務長，給予我們一個報告的機會，

我們目前最新的消息，已有 70所大專院校的加入，如果貴校尚未

加入使用「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歡迎各位盡快申請，我們會

在能力範圍之內，盡力的協助各位，並提供相關資訊，在此先跟大

家強調，算是做個非廣告，使用我們這套系統是不需要任何軟硬體

設備的建置，僅需學習如何操作，我們會為各位開設一個帳號，該

帳號是掛上所屬學校的名稱，有自己獨立的入口網站，無需再回到

虎科大系統進入，頁面看起來就會像是自己學校的入口網站。 

請本校資工系江季翰主任來為各位報告，該系統是他帶領團隊

建置，所以請江主任來說明這套系統的應用。 

（二）講題：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 

主講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工系江季翰主任 

主講內容：如附件資料  

結論： 

1.落實教育部積極建置完整之學生校外租屋資訊政策，基於資

源共享理念提供各校使用。 

2.各校不需建置租屋網，可立即上線使用，無需額外投入成本。 

3.學校可隨時掌握外宿學生資訊，房東可線上管理房客資料。 

4.各校可自行管理、刊登通過該校安全評核之租屋資訊，雲端

租屋網提供一平台。 

5.結合 Google衛星地圖，顯示租屋與學校距離、學區易發生

車輛肇事危險路段之提醒、附近的飲食娛樂醫療休閒等場所。 

（三）討論 

※陳副校長大正：請各位對於此套系統有任何技術上的問題，都可以在此

提出，可現場請江主任為我們解答。 

※歐召集人聖榮：感謝江主任的講解，也感謝關心我們學務發展的媒體朋

友，有臺灣時報、台灣新生報、自由時報、中華日報等

媒體記者，表示大家對於學務工作事務的關心。 

※林學務長海清（中臺科技大學）：虎科大提供這項服務很貼心，同時也

設計這麼好的系統，將虎科的產學研發貢獻出來給予肯

定，我的建議如下： 

1.貴校設計雲端租屋平台，並提供全國大專院校服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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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大學服務社會的熱誠，並造福許多租屋在外的莘莘學

子，貢獻良多，值得喝采，感謝貴校用心。 

2.相信目前已有許多學校申請，經過今日介紹會有更多學

校加入申請，是否可以建立各校專屬的超連結？直接由

該校的首頁便可進入，各校的學生欲使用這套系統，僅

需從自己學校的網頁上的超連結便可以進入系統使用。 

3.建議提供實際上線之操作手冊（sop之操作流程）並加

以行銷以發揮更大功效。 

4.建議學務中心歐召集人，將來有很多的系統可以逐一去

開發，因為提供這樣一個平台，在雲端社會是一個必然

的趨勢，除了現在這個租屋平台，其他與學務工作相關

的系統平台，相信各校皆是臥虎藏龍，若日後能相繼開

發與學務工作相關的系統平台，造福中區學務夥伴。 

※歐召集人聖榮：關於第 4點由中區學務中心來想辦法，看是否可以跟教

育部爭取更多的資源，來跟大家一起努力，其餘的則由

虎科大來為我們做說明。 

※江主任季翰：關於第一點這是沒有問題的，當初設計便是讓各校有專屬

自己的連結，從自己學校的首頁或是學務處的網頁做連

結，無需先至虎科大的網頁，從自己所屬學校頁面即可。 

※廖學務長盛焜（逢甲大學）：在此提出兩個問題： 

1.大家都很高興有這套系統可以免費使用，但是未來是否

可以持續，如需分擔維護費用，費用為何？ 

2.資訊安全有何作為，虎科大是否能給予建議或是處理方

式？ 

※江主任季翰：在此我回答關於技術上的問題： 

1.現在法律已有「個人資料保護法」，刑法上也有許多關於「資

訊安全」的規範，皆可按照法律程序來處理。 

2.在系統方面，我們並沒有把學生的個資放上去，即考量到

「個資法」，房東使用的部分能輸入的僅有學生的學號與姓

名，學校的管理就是由系統管理人作處理，其他學校相關

行政人員手邊所經手的學生個資，有「個資法」可以來約

束，若有任何違法情事，便交由法律來處理。 

3.系統管理的後端，會由我們來負責，目前系統是架設在資

工系，若要入侵這個資料庫，他必須先經過虎科大的防火

牆，還要再經過資工系的防火牆，對於「資訊安全」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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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有一定的要求。 

※廖學務長盛焜（逢甲大學）：本校的學生曾有特殊狀況，因家庭因素債

主會找上學生租屋處要債，學生必須不斷的搬遷，而現在

系統上有學生的名字，那他們便可經由系統獲知學生的租

屋處，對學生而言是種困擾。 

※江主任季翰：資料的部分僅有房東與學校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可以看得

到；若今日學生去找房東租屋，沒有提供房東自己的名

字，房東恐也有疑慮，但若是房東自行將學生資訊洩漏出

去，我們沒有能力可以去做管束，就交由法律處理；但若

是在系統部分，則是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陳副校長大正：關於「個資」與「資安」問題，當初在開發此套系統，

便有嚴謹的去討論過此相關問題，包含相關法律問題，剛

剛江主任有提到一點，在房東面所需登錄的僅有學生的學

號與姓名，在「個資法」的規定是一個人的個資不超過三

筆以上，是不違反「個資法」的；第二點學生的資料是沒

有公開在系統網頁上的，網頁上無法得知學生的居住處

所，我們會需要房東在系統上作填寫，主要是讓賃居業務

的承辦人可以獲知學生搬遷後的住所，讓負責相關業務人

員可以下載比對；因為本校當初遇過學生家長不清楚自己

的孩子租賃地點，且發生事故，變成須由教官與家長拿著

學生照片沿街詢問，因遭遇過這樣的問題，所以才在系統

上設置進去，有學生是不願告訴家長與學校自己真正的租

屋處，所以藉此機制可以更即時的掌握資訊，當各校遇到

此問題時，可以提早避免事故發生，各位學務夥伴可以不

用擔心，學生個資絕不會在網頁上有任何的呈現。 

系統的長久使用與維護，是需要經費長期的挹注，我

們於今年 3月 30日有做過全國「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

的說明會，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與會時也提出過相同的問

題；在此必須藉助各位的力量，我可以在此為各位保證在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與「交通安全」上，在我們的

能力範圍是永久提供，校長在剩兩年任期內，經費會無條

件支應，也在 3月 30日的會議上有向各學校保證，兩年

後虎科大若經費允許，會持續支應。我們也向教育部軍訓

處建議，目前這系統的管理都是用志工的方式，江主任沒

有拿到半毛錢，還拿自己的研究計畫經費來培育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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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我們在學務處可以提供的經費，便盡量支持，也

撰寫了一個計畫給軍訓處，透過此機制給我們基本營運的

經費；也曾經問過廠商由各學校自行建立這樣的網站約需

一百萬，還需要有軟硬體部分，像是伺服器等等，我們還

需要有相關研習會，透過各位的使用來修正系統內容，關

於營運經費會盡量去爭取，至少兩年內經費來源安全無

虞。 

※林學務長君維（雲林科技大學）：建議教育部能編列固定經費，或是用

專案委託、或是計畫性質支持虎科大之系統能永續推動，

謝謝！ 

※張學務長進南（僑光科技大學）：建議中區歐召集人聯合其他區學務中

心，經費應該永續提供，由教育部來支應，這是一個這麼

重要的系統，跟學生事務相關的系統，都應整合納入這套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中。據我在私立學校的經驗，

若還需向教育部額外爭取經費，是困難的事；建議歐召集

人結合四區的力量共同向教育部爭取經費支援。 

※歐召集人聖榮：感謝張學務長的建議，談及付費問題各位都非常的擔

心，要感謝陳大正副校長、顏義和學務長及江季翰主任

提供這個平台。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剛剛的討論有很

多相關系統，確實是可以向教育部建議，未來或許可以

走向一個「臺灣學務網」（stuhead.com.tw）的一個概

念，讓未來想要對學務工作進行了解的，可以點擊進去

該網頁，可以瞭解全臺的學務工作，也可連結至各校學

務系統，這部分我們可以一起向教育部建議。剛好 6月

7日教育部部長要到虎科大來進行督導，也可利用此機

會向部長提到關於今日大家所討論的議題，直接面告應

該會更有效果。 

※蘇組長貴芳（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各位好，我是虎尾科技大學衛保組

組長，剛剛江主任報告，為了不讓該網站僅有開學前後有學

生來使用，所以建置「生活一點靈」，裡面有一個「校園醫

療」的部分，校園周邊醫療資訊的提供很好，但是我們衛保

組有一個不是很好的經驗，提供給各校做分享，我們曾經在

衛保組的網頁上有掛「學校特約醫院」的部分，但是竟然被

檢舉到臺北市衛生局，有到本校進行調查並請我們做解釋，

在此建議各校要做「校園醫療」的部分，大家僅能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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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的位址與營業時間，不能提及有任何的優惠，恐有

廣告的嫌疑，會涉及「醫療法」，提供給各校做為參考。 

※歐召集人聖榮：感謝蘇組長的提醒，在努力的過程中，當然不希望有法

律問題的產生。 

※顏學務長義和：在此歡迎各位的參與，剛剛所提及的「雲端租屋平台服

務系統」的參與，在今天與會的學校中，尚有 10所學

校尚未參與使用，剛剛江主任做了詳細的說明與介紹，

尚未使用的學校應該可以感受到我們學校的用心，該系

統的功能也十分齊全，整個系統本校也會朝永續經營的

方向，本校陳副校長也為各位報告過，歐召集人也承諾

要為此系統，盡力去爭取資源；希望尚未加入的夥伴可

以盡快提出申請，迄今已有 70所學校使用，今天在座

三分之二的學校皆有使用，懇請尚未申請的學校可以盡

早加入。 

※歐召集人聖榮：感謝顏學務長，這套系統真得很優秀。作為一個家長的

立場，應該也是非常放心，學生到學校就讀，除了學習

專業知識之外，食衣住行育樂在學務的範疇可以提供很

好的服務的話，家長會樂意見到，謝謝虎科大。 

七、經驗分享 

主題：「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應用於賃居服務經驗分享 

分享人：育達科技大學柳學務長金財 

分享內容：雲端租賃經驗分享，如附件資料 

※顏學務長義和：感謝柳學務長的分享，這確實是我們在執行學生校外賃

居與使用雲端租賃系統，真實發生的狀況與問題；各位

有無問題要詢問或是意見要提供，柳學務長是該系統使

用者，夥伴們或有對於雲端租賃系統的任何問題或疑慮

都可以在此提出。 

可能各位對於學生校外賃居，需要有一些警察機關

協助，本校當初在申請相關單位協助時，所經歷的一些

相關經驗來跟各位做分享，請業務承辦人廖玉峯教官來

為各位做分享。 

※廖教官玉峯（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本校實施這套系統認證是從台中烏

日派出所開始，經過教育部軍訓處處長的要求，從民國 98

年 4月 1日做校外認證的推動，目前系統認證房東有 168位，



 

 

 

17 

但一開始推動時，僅有 6位房東願意參與，因為與房東對談

說服，需耗費不少時間，經過一年的努力，99年已有房東會

主動與我們聯繫要求認證，且與虎尾分局等警察相關單位合

作，授權學校可以直接用印，節省不少繁瑣的行手續，在推

動認證方面大有斬獲。100年東華大學宿舍意外發生後，教

育部來文除要求協同警察相關單位外，更多了一個縣政府建

設處；感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林學務長君維帶領他的團隊給

予我們協助，與縣府成立策略聯盟，特別感謝我們的夥伴學

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林學務長君維（雲林科技大學）：感謝雲林縣三間大專校院彼此間的相

互合作，也很感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提供這個系統平台；

「雲端租賃系統平台」已從「一定要有你」發展迄今變成

「不能沒有你」，更需仰賴在場各位共同支持，向教育部

提出經費的長期挹注。 

※顏學務長義和：本校有向教育部軍訓處提出相關提案，軍訓處也將此套

系統介紹給教育部長，將於今年 6月 7日會至本校參

訪，會將相關意見彙整，希望可以藉此獲得教育部的補

助。 

※歐召集人聖榮：上午的會議已有針對此部份提出不少相關意見，也希望

可以藉由 6月 7日部長至虎尾科技大學的參訪，將意見

帶給部長爭取補助，中區的部份也會尋找機會向教育部

反應。 

八、綜合座談與分享 

※顏學務長義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前陣子接獲教育部來文，畢業生課程時數需要上足 18週，不清楚各位

對於此問題各位如何因應？ 

※林彩岫學務長（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因為我們是師範體系，有涉及畢業生實習相關問題，很早便有因應方

法，我們是時數上的調整，上滿 18週表示需要上足 36小時的課程，2小

時課程異動為 3小時，12週便可上足。 

※李素箱學務長（朝陽科技大學）： 

我們下個年度的畢業典禮行程照舊，因考量到畢業生就業的問題，校

長指示請畢業班教師延後下課，一樣是把時數補足；有利學生盡早進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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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場卡位。 

感謝虎科大此次活動的辦理，如此高規格，貴校校長與副校長全程陪

伴，對學務工作如此重視，對今日活動的心得便是：感謝與感動。今天在

此順便邀請各位 6月 1日至朝陽科技大學參加第 2次學務長會議，主題「性

別平等」，這也是現今重要議題，希望各校學務長都能踴躍參加，朝陽科

大絕對是用最大的誠意來歡迎各位出席。 

※歐召集人聖榮（國立中興大學）： 

關於剛剛畢業生課程問題，可以依照各校狀況進行調整，時數有上足，

應該就沒有問題；最後請各位以熱烈的掌聲感謝虎科大辦理今日的活動，

謝謝！ 

 

九、感謝虎尾科技大學於豐盛的午餐後，精心安排參觀雲林有名的霹靂布

袋戲，英雄人物個個神氣活現，並現場介紹拍片剪接過程。 

由現場簡介讓中區學務長於現場體驗霹靂布袋戲的演進，因時代變

遷，媒體與觀眾世代的更迭，全球經濟之變動，霹靂布袋戲可因應多

元變化，不被環境打敗，反而另創一片榮景，打入美國市場，對於啟

發年輕學子，提供一份在地的活教材，也為此次學務長會議活動留下

美好印象，並獲深度之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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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101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一次學務長會議暨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推展」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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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會場設備.......................................................................... 100% 0% 0% 0% 0% 

2.茶點.................................................................................. 91% 9% 0% 0% 0% 

3.中餐.................................................................................. 95% 5% 0% 0% 0% 

4.霹靂布袋戲參訪.............................................................. 91% 9% 0% 0% 0% 

5.服務團隊.......................................................................... 100% 0% 0% 0% 0% 

0

20

40

60

80

100

會場設備 茶點 中餐 布袋戲參訪 服務團隊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建議事項： 

團隊服務表現高度熱誠，深值肯定。 

感謝虎尾科大團隊辛苦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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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花絮 

 
虎科大校長副校長學務長等歡迎各校貴賓 

 
 

 

互贈小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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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背後推手－資工系江主任季翰 

 
 

 
「雲端租屋平台服務系統」應用於賃居服務經驗分享－育達柳學務長金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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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敘交流 

 
 

 
留影留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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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 年代開始新發展出的一種電視布袋戲－霹靂布袋戲，隸屬霹靂國際多媒體有限公司 

 

學務大老與”清香白蓮-素還真”合影 
（霹靂化身最多的首席男主角，溫文儒雅、氣宇軒昂、足智多謀、武學莫測高深，為

武林風塵默默承受一切，多次以絕頂智慧化解災厄，乃具足大慈悲與大智慧的凡聖一

體，反璞歸真『素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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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布袋戲圖片 

 
 

 
學務中心工作人員與霹靂….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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