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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2次學務參訪與觀摩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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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103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參訪與觀摩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促進各校學務之經驗分享及交流，加強學務之發展與傳承。 

二、活動依據：依據中區學務中心年度工作計劃及 103.7.11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簡稱中區學務中心) 

五、承辦單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六、辦理時間：103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八、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全體學務長及工作人員約 50 人 

九、活動方式：學務工作簡報、學務觀摩、邀請臺中市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等相關人

員共同討論如何協助及強化學生安全防患機制。 

十、行程表： 

103年 9 月 5日（星期五） 

時間 工作項目 主持人 地點 

9:00~9:30 報到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務團隊 教學大樓大廳 

9:30~9:45 迎賓表演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務團隊 教學大樓大廳 

9:45~10:00 開幕式 教育部長官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林校長華韋 

中區學務中心/歐聖榮學務長兼召集人 

教學大樓階梯

教室 

10:00~10:15 迎新送舊 

(致贈卸任學務長感謝狀) 

教育部長官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教學大樓階梯

教室 

10:15~10:30 學務工作簡報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楊學務長賢銘 教學大樓階梯

教室 

10:30~12:30 警政、衛生、消防系統與中

區學務工作之交流分享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楊學務長賢銘 

教學大樓階梯

教室 

12:30~14:00 午餐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務團隊  

14:00~15:00 學務工作觀摩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楊學務長賢銘 學務處各單位 

15:00~16:00 校園導覽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務長 校園、體育館等 

16：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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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紀錄 

103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參訪與觀摩紀錄 

一、時  間：103年 9月 5日 

二、地  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三、主持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林副校長文郎、歐召集人聖榮 

記  錄：溫紹球組長(臺體大) 

四、出列席人員：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暨學務同仁（如簽到冊） 

五、迎賓表演：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陳重佑助理教授所帶領的龍獅隊帶來精彩的獅隊迎

賓表演。 

六、開幕式 

（一）歐召集人致詞：謝謝林副校長及楊學務長提供了這麼好的場地，為我們安排今年

中區的第二次學務觀摩。今天準備了小小的禮物送給幾位卸任的

學務長，感謝學務長任內的辛勞；同時今天也藉由這個場合與衛

生、消防及警察單位就處理學生問題及學生事務工作做個意見交

流。 

（二）林副校長致詞：今天僅代表學校歡迎各校學務長及學務同仁蒞臨本校，如有招待

不周的地方尚請見諒。本校成立於民國 50年，目前有三個學院，

競技運動學院以培育優秀的運動員及教練為主；運動教育學院負

責培育師資及指導員；運動產業學院培育各種不同的業界人才。

再次感謝大家的蒞臨。 

（三）互相致贈小錦旗與紀念品： 

中區學務中心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互相致贈小錦旗與紀念品。 

七、迎新送舊：歐召集人代表致贈卸任學務長感謝牌(中國醫藥大學林振文學務長等9人)，

感謝各卸任學務長對學務工作的熱心與奉獻，及對學務中心的支持與協助。 

八、學務工作簡報：由新任的楊賢銘學務長報告學校的歷史沿革與學務工作；該校學務處

組織分為心輔組、軍輔組、課指組、衛保組、校友組等五大組；簡報

中亦說明該校的 AED設置度密度為全國之冠，因為是體育大學，所以

完全由學生主導辦理的「學生運動會」，也是他們的一大特色！值得

一提的是台體大結合中國醫藥大學及台中科技大學，結盟建構聯合租

屋網路平台，提供這一區大學學生之租屋能夠有更透明與安全的選擇。

(詳如手冊資料) 

簡報重點： 

（一）臺體大學生事務處的核心價值 

（二）臺體大學生事務處工作方針 

（三）臺體大學生事務處工作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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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體大學務各組年度活動辦理成果 

九、警政、衛生、消防系統與中區學務工作之交流分享 

邀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王松茂專員、衛生局疾管科王碧蘭股長、心理健康科羅翰

倫股長、消防局中區消防分隊戴偉賢分隊長等長官，會中各學務長們就伊波拉病毒宣

導、結核病在校園防治、愛滋病宣導等與衛生局專員作分享；其他諸如學生租屋糾紛

問題、校園內有思覺失調的同學鬧自殺、或意圖危害到其他同學的案例，也是討論的

重點；經由這樣的交流討論，實務經驗分享，讓與會者獲益良多！ 

協答 
單位 

分類 
項次 提問或建議分享之議題 回覆內容摘要 

警政 

Q1 在各校培養師生義警協助校

安維護之可行性與機制為

何? 

依現行國家體制學校並無設置義警之依據，如

學校有維護治安的需求，可聯繫轄區派出所或

社區巡守隊支援。 

Q2 有關學生租屋糾紛的相關，

協助租屋糾紛解決之機制及

實際狀況為何？ 

1.發生租屋糾紛可備齊相關租賃文件透過調解

委員會協助處理。 

2.學生可透過學校相關單位取得優良房東的資

訊，減少租屋糾紛事件發生。 

Q3 運動區失竊, 學生報警件數

多, 警局困擾(是否有業績

壓力?)如何提升有關失竊案

件處理之效率? 

1.建議學生至運動場運動時指派專人看管財

物，使竊贓無機可乘。 

2.請學生報案時要明確說明物品失竊的時間、

地點及相關證據。 

3.在此鼓勵發生失竊案件時盡量報案，警局或

轄區派出所才會因案件多而更積極的想出對

策來解決失竊案件。 

Q4 針對學生校外租屋過於吵

鬧, 鄰居報警處理之狀況為

何? 

夜間吵鬧警政單位原則上以勸導為主，除非是

連續犯，環保單位才會依相關法令開罰。 

Q5 針對歷年學生遭詐騙事件頻

傳(尤其是假借網路購物、遊

戲點數、愛心強迫推銷等)、

校園內暴力及其可能觸及的

法律問題，是否有相關文宣

或海報可供各校加強宣導。 

1.警政單位平時即有傳送相關文宣或海報的電

子檔給各校生輔組或軍訓室協助宣導。 

2.警政單位可派遣講師至各校實施宣導，歡迎

各校踴躍提出申請。 

Q6 有關精神疾患或意圖或揚言

自傷傷人之學生，如何尋求

警政或衛生或消防單位之緊

急送醫或強制就醫（請提供

單一管道之協助）? 

1.警察及消防單位的處理原則是如果有人受

傷，立即啟動機制將病患強制送往精神專科

醫院治療。 

2.衛生單位的處理原則概分下列二種： 

(1)如接獲有自傷或傷人的精神病患時會立即

派遣衛生局地方護士前往並通報警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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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將患者強制送往精神專科醫院治療。  

(2)若當事人非屬精神病患將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處理。 

S1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部分，建議警政單位印製毒品罰責海報分發各校加強宣

導；同時查獲吸藥物濫用學生能避免媒體曝光，並通知所屬學校，以利後續

輔導協助。 

S2 建請提供學生工讀場所安全要項及應注意事項，並印製海報，分發各校加強

宣導維護學生人身安全。 

S3 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訪視評核，曾行文函請市警局協助時，然偶有因警方勤務

繁忙而無法派車協助，需搭乘民車訪視情形，建議能預留警用車輛以利執行。 

衛生 

Q7 遇有思覺失調（即精神障礙）

者，可否由衛生單位協助送

醫診治？相關法令規定為

何? 

與 Q6同。 

Q8 針對各項法定傳染病(如肺

結核病或新興之伊波拉病毒

等 )之防治方式與衛生教

育，學校與衛生單位如何配

合宣導執行? 

教育部綜規司皆有函文各校，建議在辦理教職

員工及學生相關講座議題時，加強 TB、新興之

伊波拉病毒等疫情防治宣導。 

S4 建議愛滋病感染者樣態、人

數等粗略或統計資訊(或當

事人同意下)，應有限度提供

學校等相關單位，在保密原

則下學校相關單位予以衛生

教育及心理輔導，以強化防

治之效。 

1.建請本市各大專院校至少裝設一台保險套販

賣機，讓青年學子有防護措施（目前本市已

有 14所大專院校裝設保險套販賣機，包括中

國醫藥大學、中興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弘

光科技大學、臺中教育大學、亞洲大學、逢

甲大學、勤益科技大學、臺中科技大學、中

山醫學大學、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僑光科技

大學、修平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等）。 

2.建議本市各大專院校每學期至少辦理教職員

工及學生，愛滋病防治相關課程各 1 場次，

以提升愛滋病防治知能。 

3.保險套販賣機（內容物：保險套、水性潤滑

劑及衛教宣導單張），請學校評估裝置的合

適位置，由本局免費裝設及提供相關衛材

盒，並由轄區衛生所負責補貨及機台維護報

修等工作。 

消防 

Q9 中部地區是否有埋設危險管

線？ 

本案屬建設局權責，請協調建設局回覆。 

Q10 如何協助加強師生對校園周

遭各類災害的防患知能與應

變能力? 

各校可透過消防管理人及防護編組實施防災演

練，提升防災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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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有關逃生設備之樓層限制與

規範為何?可否提供合宜的

相關消防法規? 

1.建築物應設置逃生路線圖及滅火器。 

2.二樓以上應設置緩絳機。 

S5 歷年各級學校學生暑假戲水意外頻傳，建議消防單位統計數據，印製海報分

發各校宣導水域安全。 

S6 建請提供居家(賃居)學生有關一氧化碳及用電知識，並印製海報分發供各校

宣導，減少意外發生。 

S7 建請加強學校周邊建物安全設施及周邊餐飲業消防設施安全檢查，以確保學

生生活安全。 

S8 進行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訪視評核時，有關 10 床以上出租床位建物之認定標

準，常有「總樓地板面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寄舍者」、「建物提供出租床位

數計算」等標準不一，致有房東複檢 2次才通過評核，認定標準建議能統一。 

 

十、學務工作觀摩：參觀學務處各單位 

十一、校園導覽：參觀校園體育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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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花絮 

 

迎賓 

 

 

迎賓表演-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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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賓表演-舞獅 

 

 

與會人員大合照(背景歷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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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召集人、林副校長及楊學務長主持開幕式 

 

 

互贈小錦旗及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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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卸任學務長感謝牌(臺體大前學務長莊艷惠) 

 

 

致贈卸任學務長感謝牌(中國醫藥大學前學務長林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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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學務長學務工作簡報 

 

警政、衛生、消防系統與中區學務工作之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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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衛生、消防系統與中區學務工作之交流分享(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王專員) 

 

召集人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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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3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卸任學務長名冊 
 

103.08 

 校名 學務長 起、卸年月 任職年資 備註 

1 中國醫藥大學 林振文 98.8~103.7 5年  

2 大葉大學 羅世輝 99.8~103.7 4年  

3 嶺東科技大學 林永森 100.8~103.7 3年  

4 修平科技大學 林振漢 100.8~103.1 2年 6個月  

5 中山醫學大學 何應瑞 101.8~103.7 2年  

6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莊艷惠 102.8~103.7 1年  

7 弘光科技大學 潘世尊 102.7~103.6 1年  

8 中州科技大學 蔡閎任 102.8~103.7 1年  

9. 環球科技大學 林柏煌 102.8~103.7 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