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工讀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3 年 11 月 27 日
會議時間：12:30 p.m.
主席：洪學務長櫻花
出席：李知灝組長、蘇慈蓮小姐(代理蘇暉凱組長)、翟鴻榮助理員、賴威秀助理員。
壹、

會議開始：

貳、

主席致詞：

參、

工作報告：

1. 依勞動部公告 103 年 9 月 15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30131880 號公告，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
調整勞工基本工資，本校將依此修正本校工讀金給付標準，自 104 年 7 月起由每小時 115
元調整為 120 元。
2. 為簡化各單位工讀生聘用流程，104 年度各單位工讀生如為 103 年度繼續聘用者，將請
各單位協助提供續聘名單與本組統一辦理，工讀生不需重新填寫工讀申請表與二代健保
代扣同意書，亦不需繳交聘用驗證相關資料，但頇於新年度開始後登入工讀系統確認是
否有被繼續聘用，與基本資料是否正確。如無法登錄請立即向用人單位或本組反應，本
組將立即協助處理相關問題。
3. 本校學生工讀費是由學雜費收入提撥，103 學年度雖有調漲學雜費，但因全校學生總人
數是減少的，因此總學雜費收入並未增加甚至是短少的，也因此可提撥之工讀額度也難
以提高。但為因應 104 年 7 月基本薪資調漲，特別自其他學雜費提撥之獎助學金挪撥
345,000 元至學生工讀金，以減少調漲薪資對本校工讀生的衝擊。
肆、

座談開始：
序號 發言人

問題/回覆

備註

1

學務長

徵求大家意見，下次會議時間提前訂在 12:10 讓大家可以提
早開始，會後才有時間用午餐。

大多同
學贊成

決議

那麼下次會議我們就請課外組將時間提早到 12:10 開始。

研發處
實習組

1. 反應工讀單位的業務承辦人員上班不準時，對份內工作不
負責任，包括請購等等一些需要個人帳密的業務，都是讓

工讀生

工讀生做的。
2. 遇事都推給工讀生做，做不好都說是工讀生的錯。也常和
其他單位有爭執，希望是不是能夠請她去向其他單位道
歉？

2

3. 因為據我們所知，承辦人即將在明年 3 月辦理退休，是不
是學校單位對這樣即將退休的人都會特別包容？
4. 我已經寫好投訴信了，我想知道是不是直接寄給校長或給
您，才能讓學校的長官知道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實在很不
當。因為她這次校慶也把工作都丟給其他人，然後自己出
去賺外快，到外面去某候選人服務處幫忙拉票。我想檢舉
她這樣的行為。
學務長

1. 建議先向單位主管反應這個狀況，包括承辦人對工作的態
度、工讀生辦理的業務超過學生該做的事情等這些狀況。
部分業務涉及需要承辦人所持有的帳密，都讓工讀生獨立
處理確實不妥。
2. 道歉一事，因為我非該單位主管，沒有權限去要求道歉事
宜，這個部分建議應該要先由單位主管去做事情的通盤了
解和處理。如果真有道歉之必要，再由主管去處理後續的
事宜。
3. 我想你提到「放下工作去賺外快」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指
控。是否請您先確認是否屬實再提出檢舉，否則會被反告
毀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投訴信我想您還是先分層檢
舉，先寄給您的直屬服務單位長官，讓他去了解並調查，
如果他還是無法處理的話，再向上陳情給校長知道，這樣
才是正確分層辦事的責任歸屬順序。
4. 以上您所提到的這些狀況將轉知研發長，讓他先去了解這
個事情的狀況並做處理。

3.

學務處
課外組
工讀生

1. 學校行政單位常因辦活動向課指組借東西，但領取借用品
時卻對東西嫌東嫌西，把一些負面情緒發洩在工讀生身
上。我們在借用前都會事先告知:[課指組的器材主要是給
學生社團使用的，所以耗損的比較快，東西也不是很高
級，請考慮清楚再借用]。單位常當下表示沒關係，實際
上借用時卻嫌棄，還會對工讀生抱怨。
2. 音樂廳因為內部設備都很有歷史了，能修理和更新的部分
單位也盡力了。工讀生所學到的是基本的操作和故障排
除，我們不是該項機器的專業人員，能做和會做的很有
限。物品故障單位這邊也請廠商盡速來維修了，請借用單
位不要因為機器故障就將脾氣發洩在工讀生身上。希望學
校單位的人可以將心比心，我們只是工讀生，不是萬能的。
3. 綜合以上，我要表達的是工讀生很冤枉又很無辜，是否可
以宣導一下行政單位尊重一下工讀生。

2

學務長

1.辛苦工讀生了，但換個角度思考，工讀生面對到一些困境
和難處，是不是直接轉請單位的業務承辦人員或是主管協
助解決。一些負面的批評因為不是工讀生可以解決的問
題，那就不要自己承受下來，甚至和借用單位發生衝突，
請轉介給單位承辦或主管出來溝通協調。
2.嫌棄東西不好或故障，我想那只是借用者對借用品表示不
滿意的一種情緒宣洩，請各位不要太在意，他們應該並不
是針對學生個人抱怨。
3.在此給大家一些忠告，在工作過程中面對一些負面的壓力
時，如能換個角度想可以訓練自己的能力和抗壓力，把壓
力轉換成自己正面的力量。對各位來說都是一種歷練一種
幫助。對於將來出社會也很有幫助。以上謝謝您的發言。

4.

5.

車輛系
專簽工讀

1. 我們業務單位對工讀生要協助的業務內容很不清楚。我針
對我要進行的工作去詢問相關人員，卻都沒有人可以明確
告訴我[我要做什麼？] 問過系辦、主任、技士都說不知
道不清楚，叫我去問[之前離職的工讀生或找其他系問問
看]。但每個系的資料和處理事情方式不同，問到了也是
一知半解甚至不能完全適用在我們系上。
2. 感覺我繞了一大圈找人問問題，最後問不到什麼答案，最
後好像還是要自己摸索，感覺很浪費時間。我想問問看這
種狀況應該如何解決。比如說平保系統的東西，我根本不
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要怎麼辦理?

學務長

建議先向單位確認工作內容是否屬於例行事務的範圍？如果
是的話，應該先就您的工作內容，去找相關人員提供資料讓
您彙整、填報。單位應該不能要求工讀生憑空去想一些解決
方案，或無中生有的生出一些數據資料來進行工作。這部分
是可以再加強和單位的溝通，讓工作單位具體了解你現在要
辦理的工作是什麼？你需要的東西是什麼？這樣才能提供你
明確的資料讓你順利進行工作。

學務處
課外組
工讀生

我要幫畢業學長提出反應
1. 職涯發展中心在 103 年 5 月 21 日辦理就業博覽會，聘用
了一些學生協助活動，學生在活動開始前(5 月 10 日)就
已經將聘任資料與薪資印領清冊都提供給該單位，但是一
直到學年度結束，已有學長畢業了都未領到薪資。
2. 數次向主辦單位反映，主辦單位一開始說經費來源尚未確
定，所以無法立即支付。後來又數次反映，甚至在學校教
務會議上向長官陳情，主辦單位才說 10 月一定會支付，
但是事實上卻一直拖欠到 11 月 26 日學生才確定入帳。
3. 是否可以檢討配合校內單位辦理活動之工讀金發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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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程?避免再有學生遇到這樣的問題。活動經費未確定
前就辦活動，萬一沒錢支付怎麼辦嗎?? 是否可以給學生
保障，如果活動經費無法當時確定，是否先由主辦單位業
務費先墊支，經費確認後再補回給主辦單位?
學務長

1. 校內各單位辦理活動都有不同的經費來源或規範。若是學
生公費所聘任之工讀生，次月 15 日前會核銷完畢；其餘
經費來源之工讀費用，基本上依照經費核銷和行政流程，
大概至少要 2 個月左右發放算是合理範圍。拖欠到 6 個月
確實有異常。這部分請課外組列入會議紀錄，我們再轉知
給校內各單位，希望各單位往後在辦理活動時，可以先確
認經費來源，並考量到學生的權益和需求。
2. 如果學生自己覺得有權益受損的部分也不要忘記要主動
向承辦單位反應，不然主辦單位也有可能因為業務繁忙疏
忽了辦理的期程。

6.

7.

主計室
工讀生

呼籲各單位工讀生在公文傳遞的時候，麻煩要看清楚送文單
位是否正確。避免因為被退件造成公文時間的延宕。

學務長

謝謝您的宣導，的確工讀生送公文時，有時會因沒留意到就
送錯單位，造成行政流程的延誤。謝謝您的提醒，也請各位
工讀生能協助辦理。

學務處
生輔組
工讀生

1. 請宣導一下業務承辦人有自我負責的觀念嗎?? 有些業務
承辦人都不做事，把事情推給工讀生，自己無所是事，整
天阿諛奉承長官，東西做錯就一律說都是工讀生的問題，
但那些工作本來就是你自己該做啊!而且這樣的工作態度
考績還可以拿甲?
2. 希望承辦人可以有自覺，單位交代的事情可以幫忙協助我
們當然很願意做，但是她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丟給工讀生，
自己都在做一些跟工作無關的事或是上網，這應該是不合
理的吧。

學務長

1.工讀生的工作是負責協助單位業務，但此外，其實還有[臨
時交辦事項]，如果不是很過分到令各位無法接受的工作
內容，其實各位還是有協助的義務。如果針對工作內容無
法接受，還是先請直接與承辦人員反應，如果無法解決再
向上反應給單位主管請求協助。
2.針對評論承辦人的部分，該位承辦人也不似你說的考績一
直都很好，事實上只有去年拿甲等而已。所以希望同學可
以客觀的看待承辦人員，不是因為她一直叫你做事就批評
她不好。
3.我還是要重申，如果單位內有發生需要協調的事情，請先
和單位主管提出，當然如果要申訴就需要證據，隨便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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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恰當的。這些問題我們也會請課外組這邊做成會議紀
錄，會反應給校長知道各位提出的訴求與反應工作的困
難，同時也會轉給校內各單位過目，請單位自己要注意承
辦人的工作表現是否恰當，給單位一個反省的機會，至於
是否列入考核，這部分學校這邊會再請相關單位主管進行
考量，謝謝您這邊的建言。
8.

總務處
保管組
工讀生

保管組工讀生只有 2 個，承辦人常要到單位去驗收保管物
品，所以常不在辦公室。為了不浪費大家的時間，呼籲送單
來前要注意借用人、保管人務必要寫清楚，以免慘遭退件。
所以轉告單位承辦人，盡量把相關欄位以及檢附資料都備
齊，這樣請購物品的發票出來之後，就可以順利跑完核銷並
且完成物品保管登記的程序了。

學務長

謝謝保管組的貼心提醒，我們也會記錄在會議紀錄裡轉知給
全校各單位，也請各單位工讀生送文前，先行確認單位需核
章之相關欄位是否已完成，以提升公文之流暢性。

學務長對會議總結：
感謝大家踴躍發言，讓學校知悉工讀生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會議紀錄請課外組
彙整後呈報長官並公告。感謝今天大家與會，爾後遇到工作上的問題，歡迎隨時可以
向單位或課外組反應，我們都會協助幫忙解決各位的問題。
伍、

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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