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 

壹、實施計劃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一）藉由實務經驗的分享，促進各項學務工作經驗交流。 

（二）增進四區學務中心委員互動，形成支援系統，以達自我成長及統整資源之

目的。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四、協辦單位：北 1區、北 2區及南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五、承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六、辦理時間：106年 2月 15日(星期三) 

七、辦理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號)    

八、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四區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工作

人員約 50人。 

九、活動內容：  

（一）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二）經驗分享與討論、綜合座談  

（三）社區產業交流 

十、活動議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08:30-09:00 
各區委員抵台中高鐵站，請前往一樓 6 號出口處，搭乘接駁專車， 

9:00 準時發車。 

09:00-10:00 

(60分鐘) 
出發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00－10:15 

(15分鐘) 

報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張英陣學務長及學務處同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10:15－10:25 

(10分鐘) 

開幕式 

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校長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鄭乃文司長 

        中區學務中心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10:25－10:35 

(10分鐘) 
介紹各區出席委員(四區學務中心召集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時間 內容 地點 

10:30－11:20 

(45分鐘) 

專題報告 

主  題：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權利保障之研討  

主持人：教育部學務特教司鄭乃文司長 

主講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林佳範主任及

楊智元助理教授等 3 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11:25－12:10 

(45分鐘) 

經驗分享與討論  

議題: (1)校園安全與校安人力配置及運作機制。 

(2)各校職護與校護運作探討。 

(3)社團培力課程學分學程運作經驗分享。 

主持人：北一區學務中心張少熙學務長兼召集人 
北二區學務中心王延年學務長兼召集人 

南區學務中心董旭英學務長兼召集人 

(樹德科技大學 顏學務長世慧代理) 

中區學務中心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12:10－13:30 午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13:30－15:50 

社區產業交流 

櫻花茶會 

音樂表演 

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張英陣學務長 

櫻花林主場區 

15:50－16:0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北一區學務中心張少熙學務長兼召集人 

北二區學務中心王延年學務長兼召集人 

南區學務中心董旭英學務長兼召集人 

中區學務中心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櫻花林主場區 

16:00－17:00 出發至台中高鐵站  

 

 

 

 

 



貳、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6年 2月 15日(星期三) 

二、地  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三、主持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校長、教育部學務特教司鄭乃文司長及        

中區學務中心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記  錄：林郁臻(暨大)、翁鈺涵(興大)   

四、出席人員：教育部學務及特教司鄭乃文司長、高志璋科長等長官、四區大專

校院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及相關工作人員等（如簽到）        

五、開幕式 

(一)蘇玉龍校長致詞： 

教育部長官、召集人及各位學務長委員，大家早！今天滿心歡喜跟各位

齊聚一堂。 

暨南大學於民國 84年開始招生，因為有九二一的慘痛經驗，搬到台大

再回到這裡後很用心經營地方計畫、深化社區營造，身為南投縣國立大學，

我們責無旁貸！ 

我們致力於學生教育並引導到關懷地方，近幾年努力爭取一些對學生人

品的素養還有對地方的關懷、對社會的關心，以及放眼國際的教育共同目

標。 

我們努力爭取計畫，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大

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

新計畫、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感謝教育部及科技部，

最近一個計畫是「搖滾畢拉密」，於東協廣場(台中火車站前面，本來叫做第

一廣場，是東南亞新移民、移工聚集的地方)我們學校在三樓有一個空間，作

為協助這些東南亞新移民或移工的場所，讓我們有經費協助台中市政府，因

為我們是唯一有東南亞學系的大學。 

原要以櫻花來招待各位，但櫻花仍含苞待放，二二八年假時還可以來欣

賞櫻花，感謝教育部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謝謝各位，歡迎大家。 

(二)鄭乃文司長致詞： 

蘇校長、召集人、各位學務夥伴，有些學校下禮拜開學，有些學校已經

開學，大家過了平安的年；前天晚上發生旅行團意外事件，昨天忙了一天，

其中兩位傷者是我們的學生，各位學務長與我一樣，無論在哪時刻都不能鬆

懈。 

非常謝謝學務長及委員們對於學務工作的協助與支持，人的習慣是可以

改變的，行為與觀念都可以改變，但是觀念改變需要往好的方向發展，所以

今天是要分享工作上好的經驗。學務是解決問題，如何解決問題大家要貢獻

及分享經驗，將事件定調好就不會走偏，後續程序部分會比較好處理，學務

工作非常辛苦，希望藉由這些活動改變觀念。 



最近勞基法的衝擊不管是一例一休或是之前的兼任助理，是學務工作未

來必頇要面對的，這部分如何處理，對人的部分法定該給多少待遇及休假，

這是國家發展所必要的。教務與學務是相輔相成的，但是真正影響學生一輩

子的事情，學務工作是更重要的，學務工作也要著重於高中職，未來希望藉

由各位大專學務長的經驗帶到高中職。 

如教官離退的部分，高中職的衝擊更大，教官於學校扮演多元角色，如

全民國防課程、生活輔導及其他各方面的投入，這部分希望未來將大學學務

經驗移植高中端，學務工作於高中職與大學價值應該一致，將觀念分享至高

中職，是未來努力的方向，謝謝各位學務長、謝謝大家。 

(三)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蘇校長、鄭司長、北一區北二區及南區召集人大家好，非常感謝各位學

務長參加，希望今天能有收獲圓滿的會議，謝謝鄭司長、高科長、碧惠專員，

謝謝大家，預祝能有美好的一天！ 

(四)介紹各區出席委員 

1.北 1 區張少熙召集人致詞，並介紹區內委員等。 

2.北 2區王延年召集人致詞，並介紹區內委員等。 

3.中區蘇武昌召集人致詞，並介紹區內委員等。 

4.南區顏世慧學務長致詞，並介紹區內委員等。 

六、專題報告 

時  間：106年 2月 15日上午 10：35~11：20 

主持人：教育部學務特教司鄭乃文司長 

主  題：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權利保障之研討  

報告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楊智元助理教授 

(一)主持人鄭司長致詞： 

立法院於審議預算時有委員關注大學學生學權之情形，於審查預算決議，教

育部於六個月內調查大專生學權狀況，立法委員希望能有公部門的調查報告，於

是聯繫臺師大公領系，謝謝林佳範主任的幫忙，公領系於這方面有長期研究成果，

今天楊教授將針對調查做一個報告，希望能於六個月內如期交出報告，希望未來

在立法院審議順利，謝謝林主任的團隊，希望能圓滿！ 

(二)報告人楊智元助理教授： 

內容：如附PPT資料 

重點：1.調查報告主要以學生「權利」為出發點，「權益」則部份酌情納入。 

2.此報告為呈現全國大專校院情形，而非評鑑學校。 

3.報告結果將加強不足項目。 

4.學權調查報告採立意抽樣(行政人員 3位、學生 10位)，共有 8個

調查指標及其他權益。 

(三)意見交流： 



1.高科長：對於調查指標之定義於第 9頁有連結，測試是線上問卷，待會各位

能對於定義部份提問。 

2.臺科大王學務長：教務長看到這份報告能填多少資料？連我們要了解每個題

目也做不到，是否有可能對於每個題目了解後才進行？ 

3.馬偕專校陳主任：關於問卷第一頁第一個，這樣的問題設計屬於總統制，若

為內閣制也算嗎？ 

楊教授：也算是。 

鄭司長：直接選舉跟間接選舉都算。 

佛光柳學務長：能否由學校內部協商分單位統計？ 

鄭司長：這個調查於設計上為何分由不同行政人員調查是否有必要？若沒有

能否行政人員統整一份，開放學生填答 ok 

楊教授：亦可由學校來彙整。 

鄭司長：希望能由學務單位來彙整。 

楊教授：目前名單已發至學校，部分學校已有行政人員填答，日後若由學校

彙整，希望能藉由學務單位來負責。 

4.雲科大蔡學務長：「學習與受教權」可否改成「學習權益」，因為受教權是憲

法第二十一條國民教育，指的是不能開除學生，大專無受教權的問

題。 

楊教授：若學生被退學，學生有申訴的管道，所以為受教權的一部分，這部

分將帶回討論修正。 

東海羅學務長：學生似乎有困難填整份問卷，裡面許多問題需要分群。 

楊教授：學生填答人數較多，我們之後會彙整 

東海羅學務長：可多一個答案選項-「不知道」，學生不可能懂個面向細節。 

楊教授：我們會再考慮加入一些選項，因為問卷五月報告要送出，在篩選上

有一些考量與缺失，這是我們可以改善。 

司長：這個建議很好，可讓我們了解學生對於自身權益清不清楚，可讓我們

對於這方面努力。 

楊教授：學生對於權益認知是學權評鑑指標，若學生對於權益多數不清楚則

這份問卷是否有效將再考量。 

東海羅學務長：可以將問題分群來填答問卷。 

楊教授：這部分將會再考慮，謝謝。 

5.靜宜吳學務長：統計時是否有背景的分析？ 

楊教授：會請學生勾選身分類別，如是否有工讀經驗等將會出現於表單。 

6.朝陽科大陳學務長：有些題目[是否]符合的是否要刪除，41-1教育部有薪及

無新版本，需要有分辨，41-2亦頇要再參酌。 

楊教授：實習部分確實有很多態樣，之前有待過實習，模式剛好是三方簽約，

這部分將再考慮。 

7.育達柳學務長：延續前提，41-4問法之學生實習條件有分領津貼與未領津貼，



有領津貼頇投保，問學生是否符合勞基法，但未領津貼不投保亦符

合，這部分可再考慮。 

8.中正鄭學務長：4-5關於校內生活是否徵詢學生代表意見，代表有徵詢才是對

的，如獎懲會議亦有學生代表，若徵詢學生意見才代表符合，則會

跟現狀有落差。 

楊教授：這部分主要針對提案，且是「重大提案」，因面對文字有不同的認知。 

9.遠東科大蔡學務長：第三頁第八題，學習與受教權，請問是明定學退還是所

有退學也包含在內？ 

10.雲科大蔡學務長：有些問題，如有些學校沒有餐廳，如何回答？ 

11.德霖李學務長：事實陳述能歸為一部分，感受部分能歸為一部分 

楊教授：原則上以事實部分為主，因以權益出發，所以感受難以衡量。 

12.慈濟科大牛學務長：我們是宗教辦學，所以對於宗教問題較為關注，第 18

題，我們學校提供素食，學校不干涉學生吃葷食，但學生看到問題

會覺得學校干涉權益，但我們是鼓勵。第 17 題，我們會跟學校說若

有宗教疑慮能在旁邊看，這樣的問題會影響學生，請多考慮。 

楊教授：學生如果填回來之後，我們會做認定，請不用擔心。 

13.佛光柳學務長：一部分為了解學校狀況，一部分為學生滿意度的調查，這部

分會有很多陷阱，如制服問題、學餐問題，積分數字背後的意義為

何？ 

鄭司長：這份調查不會針對個別學校情況做任何處理，是為想了解大專院校

整體情況及個別學校各自差異與精神，而非因為調查而要求各校做

改變，請各位放心。立法院依據學生的調查而希望公部門亦能做調

查，公部門有幫助的調查需要更嚴謹。 

因時間問題，能於用餐時間再交流，再拜託林主任與楊教授做問卷

的調整，有些概念在文字上有落差，再拜託楊教授做修正，謝謝。 

七、經驗分享與討論 

議題: (1)校園安全與校安人力配置及運作機制。 

(2)各校職護與校護運作探討。 

(3)社團培力課程學分學程運作經驗分享。 

主持人：北一區張少熙學務長兼召集人 

北二區王延年學務長兼召集人 

中區蘇武昌學務長兼召集人 

南區董旭英學務長兼召集人 

(樹德科技大學 顏學務長世慧代理) 

(一)校園安全與校安人力配置及運作機制 

1.北二區王召集人：學校配合勞動部法令，本校校安人力調整值班時間，電話

調為轉接電話。 



2.南華尤學務長：本校校安人力平日晚上輪職，輪職日前後可調整上班時間，

一天不超過 8小時。週六、日宿舍配有管理人員，校安週六、日則線上

待命。 

3.中正鄭學務長：本校校安內部討論，符合勞基法規定下，平常利用待命方式

值班，若有校安事件頇出勤時則歸為加班時數，學校勞資會議通過，勞

檢則不會有問題。 

中區蘇召集人：勞資會議是針對相關問題討論嗎？ 

中正鄭學務長：是的，這部分藉由勞資會議討論協商。 

4.臺科大王學務長：校安待命算不算上班時間？ 

雲科大蔡學務長：若待命頇出勤則算加班費，若只需聯繫則不算。 

臺大高祕書：住宿組由勞動部勞檢，同仁六點到十點值班，十點下班待命算

不算加班，勞動部回應算加班，無論在哪裡上班，若為不指定人員待命，

則為灰色地帶，本校目前採行此方式。 

輔大王學務長：勞動部回應皆從嚴，連 line聯繫亦算加班。 

高科長：勞動部不主動處理勞資關係，此為縣市政府勞工局責任，目前有待

命方式皆有執勤費，若有出勤事實則為加班，若在學校待命為加班，在

家待命為執勤。 

5.鄭司長：勞基法對於校園產生很大衝擊，少數人思考值勤加班層面，能將問

題解決才是真正重點，法入校園產生很大的衝擊，法有框架，行政有彈

性，以情理法的「情」為主，法律是解決問題而非製造問題。校安是校

園安全，頇對於學輔創新人力做調整進而影響高中職。 

(二)各校職護與校護運作探討 

1.中正鄭學務長：上禮拜中正召集協調會議，應於環境安全及衛生安全單位設

專任專職護理人員，職業安全涉及教職員工，如實驗室，甚至辦公室皆

屬職業安全領域，調查 11所國立大學無一合格，未來不保證這部分不會

列入勞檢。教育部函文規定頇專職職業護理人員，若不聘是公然違反規

定，其必頇要具有護理人員的資格條件為前提，也必頇參與定期所舉辦

的職業安全護理講習及格取得證照，包含臺大亦只有一位，這部分頇儘

早因應。 

2.雲科蔡學務長：本校目前職護符合，但歸於學務處單位，這樣合法嗎？ 

中正鄭學務長：需專職才合法。 

3.中國醫唐學務長：本校校護具職護職照，去年已將校護轉為職護，並移至環

安中心，亦聘任校護，本校符合規定。 

4.樹德顏學務長：針對職護及校護，以科大而言爭取兩個職護困難，校護轉職

護不符法規，目前做法為讓校護受訓以備資格，請教教育部，學生才是

本業，本校亦無實驗是問題。 

5.中區蘇召集人：教育部函文職護不宜由學校校護兼辦，目前中國醫做法是為

較好的方式。 



(三)社團培力課程學分學程運作經驗分享 

1.北一區張召集人：學生修習 8至 16學分，以及迎新、評鑑、校慶實習活動，

總數為 20學分則承認他的社團學分學程，包含領導力、團隊動力等課

程，但前提必頇為社團的幹部才能夠修這個學程。 

2.東海羅學務長：師大有 35位專責導師，專責導師與一般導師之間溝通及互動

如何處理？ 

北一區張學務長：每個系配一位專責導師負責學生生活，原來的導師稱為學

術及生涯導師。系上導師只負責學術及生涯部分，其餘學生生活問題則

由專責導師負責，兩方分工負責學生問題及執行。 

3.東海羅學務長：專責導師跟學生如何產生關係？ 

張學務長：有配置專責導師時間，及專責導師辦公室可提供學生諮詢。 

4.臺大高祕書：專責導師隸屬於學務處，考核方面，院及系扮演何種角色？ 

張學務長：學務處考核一半，院系一半。 

5.南華尤學務長：專責導師負責生活，校安人員亦負責處理車禍問題，請問業

務分配？ 

張學務長：我們亦在轉型中，本校教官只有一位，最晚明年退休，但許多符

合資格教官回聘轉為專責導師。校安於本校稱為「學生緊急聯絡專線」。

由資深專責導師帶領，建立群組概念處理問題。學校每一學期編列導生

費，讓專責導師解決學生問題時不需額外負擔費用。 

總結： 

高科長：我先做一個提醒，就是我們有跟勞動部打過電話，勞動部對於下班後的

執勤解釋是這樣，勞動部不主動處理勞資關係，那個是縣市政府勞工局的責

任，他只是提供他的經驗供我們參考，他說目前業界對於晚上 On call的值

勤方式，通常都會有給值勤費，你只要給值勤費，On call這個問題就解決

了，如果 On call的過程當中，他有確實出勤，那就是加班，但是如果在學

校裡面，到底算加班，還是算值勤？如果還在工作崗位上的話，比較像加班，

如果是離開其工作崗位，回家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就是屬於值勤，大致如此。 

當然 line的部分我們也很關心，因為我們也常 line來 line去，所以頇提

醒同仁，明天早上要處理一下，但不是現在馬上去做。 

鄭司長： 

1.在 line上討論一些事情，但是從來沒有想過這是加班或是執勤的問題，我

只是想說我能夠把問題解決完，這才是我們真正的重點。 

2.學校這個場域，如果在情、理、法三者而言，我覺得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情，就是教育愛這個部分。 

3.法律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不是用來製造問題的，其實很多在法律的規定我們

要去遵守，但是很多在制度面的確可以有一些調整。 

4.教官離退這件事情，對臺灣整個校園，特別是學務工作的一個重新調整，大

專校院從 96年開始，就在做學務創新人力替代方案，這個部分將來要影響



高中職，我也很希望大家盡量地再往前跨一步，不然 10年後可能還在講教

官離退，這是我們教育應該要有的一個方向，謝謝。 

中區蘇召集人：謝謝司長的總結，也謝謝高科長的補充，時間就到這告一個段落，

謝謝顏學務長，張召集人跟王召集人，也謝謝張英陣學務長帶領的團隊，侯

秘書還有鄭小姐還有我們親善大使，品儒、庭婕、家欣、麒伊、邵馨，還有

昕紘，謝謝大家！ 

【補充】 

學生權利調查指標李助理： 

各位師長好，我是學程專案的助理，關於學權問卷，我們很重視各位師長的

意見，麻煩各位師長，如有相關意見，花三到五分鐘針對問卷指標以及內容直接

寫在問卷或提問單，我們回去後立即統整，再向各位報告，謝謝。 

八、社區產業交流 

下午的社區產業交流，暨南國際大學精心安排南投當地的特色產業，如茶葉

文化產業與櫻花季之觀光產業，社區產業發展協會朱理事長，親自在現場作介紹

與帶領協會同仁做示範等，讓四區學務委員認識地方產業，在熱烈互動交流中，

委員們也相互交換各校的產業交流經驗，在天公作美的好天氣、藍天綠地的美好

環境下，讓此行畫下圓滿句點，各委員亦在愉快的心情下滿載而歸。 

 

 

 

 

 

 

 

 

 

 

 

 

 

 

 

 

 

 

 



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 

 回饋統計分析 

活動名稱 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 
承辦
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活動時間 106年 2月 15日 
活動 
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參加
對象 

四區學務中心工作
小組委員等計50人 

調查問卷數：50           回收問卷數：31         有效問卷數：31 

問           題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  意 

(一)專題報告：  

1.對本課程主題安排之滿意程度  88% 11% 1% 0% 0% 

2.您對課程安排時間長短 89% 9% 2% 0% 0% 

3.您對主講者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92% 8% 0% 0% 0% 

4.本課程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88% 11% 1% 0% 0% 

(二)經驗分享與討論 

1.您對本課程安排之滿意程度  98% 2% 0% 0% 0% 

2.您對課程安排時間長短 91% 9% 0% 0% 0% 

3.您對主講者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98% 2% 0% 0% 0% 

4.本課程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98% 2% 0% 0% 0% 

(三)社區產業交流 

1.您對社區產業交流活動之滿意程度  94% 6% 0% 0% 0% 

2.您對社區產業交流活動時間長短 89% 11% 0% 0% 0% 

3.您對活動整體安排的滿意程度  94% 6% 0% 0% 0% 

4.本課程對您專業成長有幫助  94% 6% 0% 0% 0% 

(四)活動整體安排方面  

      1.交通安排 100% 0% 0% 0% 0% 

      2.餐點安排 99% 1% 0% 0% 0% 

      3.活動場地(地點)的安排 100% 0% 0% 0% 0% 

      4.服務人員的態度 100% 0% 0% 0% 0% 

 



肆、活動花絮 

 

蘇校長玉龍致詞 

 

 

鄭司長乃文致詞 

 

 



 

鄭司長主持「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權利保障之研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楊智元助理教授專案報告 

 

 



 
四區召集人共同主持經驗分享，大家討論熱烈 

 

 

合影留念 



 

在地產業結合賞櫻開啟序幕 

 

 

聞香品茗、樂音動人、緋紅櫻花林下氣氛輕鬆地交換工作經驗 



 

結合「櫻花」與「中國茶道」認識在地產業 

 

 

繽紛溫馨，賓主盡歡，收穫滿滿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