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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專業證照制度有助於建立職業尊嚴及專業服務倫理，一般認為透過推行國家
職業資格證照制度法制化，可確保服務品質。我國第 8 次全國教育會議，而「推
動運動專業證照制度之研議」作為焦點議題之一。本研究目的對現行水域救生員
證制度整理渠內涵，釐清前開體育專業人員證照制度上法制化之不同定位，並提
供渠等證照制度後續法制化之發展方向。按現行制度，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規
範審查通過後，而與之簽定行政契約，委託民間水域救生團體辦理檢定及複訓業
務。本文係以「質性研究」之「文件分析法」及「半結構式訪談法」作為研究方
法，各該訪談對象分別涵蓋直接相關行政機關各該決策人員、規劃執行人員及「水
域救生員」發證機構主事人員等等，而訪談大綱編製，則係根據相關文獻及個人
實務經驗等，並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信度效度檢定，同時對於「水域救生員」是
否該當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而有納入「國家考試」之必要？抑或類
似《職業訓練法》規定而具有「職業技能檢定」屬性之技術士？分別予以釐清。
復經本研究資料分析及結果討論後，提出研究結果發現：
一、
「水域救生員」授證制度之法制化，緣自「消費者權益」意識高漲而有所促
成，經由法制化將檢定授證制度內容分別予以標準化，則有利提升證照品質。
二、
「水域救生員」之定位，端視渠等之於不同時期場域及用途上各該行政作用法
法規效用力度強弱，按水域活動管理法規業有明定業者聘僱「救生員」義務，
且刑事判決均已採認「救生員」服勤而具有「保證人地位」義務主體，型塑
「水域救生員」證照實質效用。
三、
「水域救生員」相關法制發展，亦得於《國民體育法》下次研修，參考《消防
法》第 7 條授權訂定消防設備師﹝士﹞資格管理法規命令體例而為水域遊憩
安全提供全方位專業人力資源整體發展思維，供政府相關部門後續施政參考。
關鍵詞：水域救生員、體育專業證照制度、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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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builds the dignity and ethics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Generally it ensures to rise the service quality to vi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about the 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systems, the
resolution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 Taiwan 2010,recognized
the supervisory measur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system of the sports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 will be improved, so the issue about "Promoting the System of the Sports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Conference as mentioned abov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ystematize the content of the "water lifeguard" certif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clarify and position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legalizations of the sports
professionals,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sports
professionals as fellow. The current system in Taiwan is opera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mpetent authorit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lso ）,shall designate the
regulations, after the relevant specifications determined and examined by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 SAMOE,

also ） ,and

signed

the

administrative-contracts with the private water-rescue organizations, entrusted the private
water-rescue organizations handle the tests and retraining about the water lifeguard in
Taiwa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includ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interviewees were directly covered by the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official,
include the policy planners, executives and the clarks of the private water-rescue
organization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preparation of the interview outline on this study
were based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 personal practices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etc. The relevant experts and scholars 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anwhile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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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guard is deserved in the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ians Examinations Law and will
be included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or same as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

and

will

be included the Vocational Skills Test in Taiwan? After data-analysis and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s o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results as follows:
一、The legalization of water lifeguard system, was promoted by the hoisting of the
consumer rights, and standardize the content of the water lifeguard certification system
to via the legaliz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favorable license.
二、The water lifeguard positioning depend on the othe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al law
among the different times, such as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recreation activities has the obligation rule about the employment of water
lifeguard, and the criminal court judgments adjudicate that water lifeguard duty
service is the Guarantor or suretyship, has formed a real substantial utility water
lifeguard license;
三、When the next amendment of National Sports Law, maybe refer to the Section 7, Fire
Services Act enacted authorization given the management style of the fire protection
equipment engineer（including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 and fire protection technician）,
provide the professional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overall policy development thinking
about the water-recreation safety, to serve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r
follow-up policy reference.

Keywords: water lifeguard, sports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 Leg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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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 章 闡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目 的、問 題、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重 要 性，共 分
五 節，第 一 節 說 明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第 二 節 說 明 研 究 目 的；第 三 節 說 明 研 究 問
題；第四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說明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一、民間救生團體針對救生員訓練檢定標準不一
（一）我國救生員證照制度，濫觴於中 華 民 國 紅十字總會，以志工精神發 展 博 愛 服 務
事 業 為 宗 旨 ， 依《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第 4 條第 2 項所規定輔 佐 政 府 辦 理
國 內 外 災 變 之 救 護 事 項 ， 基 於 人 道 服 務 精 神 ， 該 會 自 1963 年建立水上安
全游泳、復健（殘障）游泳及水上救生等訓練制度，1978 年伊始，要求受訓志工
週日至新店溪指定地點進行水上安全救生服務站服勤，經默默在全省各地危險區
域進行水上安全服務，守護水上嬉戲者安全。每年動員水上安全救生志工，從 5
月到 10 月，在週末假日，這些水安志工們就會在在全省 66 個危險水域服勤，即
時搶救溺水民眾，避免慘劇發生（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2011），民間發證團體
對結訓志工核予「救生員證」名義，受聘僱於游泳池擔任救生員服勤且有對價關
係取得薪給或酬勞，行之有年。其後其他相關水域團體依人民團體法陸續立案數
量逐漸增加，如以該團體「有無」權限組隊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救生比賽為區別，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於國際組織活動時稱中華台北水上救生協會）屬國際救
生總會之會員組織；其餘立案團體大部分推廣救生訓練各自發展成為具有「民間
標章」性質之救生員證照。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社會司人民團體網站按其立案年
度序有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1991)、中華民國海上救生協會(1992)、中華民國
海浪救生總會(1993)、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2000)、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
會(2004)、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伍人員協會(2004)、中華民國急流泛舟救
生協會(2006)、中華民國救生員教育服務推廣協會(2011)。
（二）前開若干民間團體各自辦理招訓檢定核發救生員證之現象，經前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委員會（2013 年 01 月 01 日裁撤而分別改制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及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會，以下簡稱消保會）2009 年 04 月至 06 月間實施抽查全國 37 家游泳
1

池場所，發現各該場所業者所聘救生員證照，存有下列極大差異及亂象，如無一
定國家標準提供檢定及格判定，依據各團體自定檢定標準及合格標準，各界咸認
該等證照品質堪慮，又如證照效期長短不ㄧ，且部分逾期失效之持證者可否續聘
任為游泳池救生員，屢屢經民眾反應，經監察院據以提出糾正文，限期要求《國
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即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
委會，2013 年 01 月 01 日裁撤而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依法訂定相關規範，且須
2 個月內具體提出改善方案。（監察院，2011）
二、溺水死亡率偏高而導致社會各界對於發證品質存疑
（一）我國事故傷害，自 1966 年高居國人十大死因第 3 位，迭至 2010 年雖下降至國人
十大死因第 6 位，惟仍居青少年死因之首；其中運輸事故居第 1 位，溺水居第 2
位（衛生署，2011）
。我國目前屬於島嶼型態之海洋國家，且地處熱帶及亞熱帶，
四面環海、水域活動甚多，根據統計，六月至八月，溺水事故發生率最高，政府
相關機關及民間團體過去不斷地宣導提醒民眾注意身體不舒服時勿勉強游泳或
戲水，特別呼籲玩水應選擇安全、有救生員及良好救援設備之游泳場所。一旦天
氣變化時，不可逗留海邊、海水中或露天水域內。地方政府消防警政單位結合救
生協力團體在夏季於開放水域駐點設置救生警戒服務站，預防與救援，惟溺水事
故仍頻生。
（二）
自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2006 年 04 月 14 體委設字第 09500065633
號令發布訂定《游泳池管理規範》
（以下簡稱本規範）﹝全文 13 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其中本規範當時第 8 點「八、經營者應依其水池總面積大小，配置足額
之合格救生員，且救生員必須親自在場執行業務：（一）面積三七五平方公尺以
下者：最少配置一名。
（二）面積三七五至七五○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二名。
（三）
面積七五○至一、二五○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三名。（四）二五○平方公尺以
上者：至少配置四名【第 1 項】
。附設有水療池等服務設施之游泳池，經營者除
依前項標準外，開放時間最少應增設一名救生員【第 2 項】。」規定，積極要求
業者應依面積大小及規定比例配置足額合格救生員在場專責服勤，各該地方政府
每年定期針對全國現有較常態存續營運各該公私立游泳池 1086 座分別進行查核。
之前尚未對所稱「合格救生員」予明確定義或範圍，地方稽查實務上，以凡於合
法立案救生團體而依其章程定有培訓救生員取得結訓證書者，即予認定屬有配置
救生員。久而久之，部分泳池經營管理者，便宜行事或流於形式，所聘救生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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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逾期失效者有之，發證團體浮濫給證及未要求復訓換證。惡性競爭致「證」出
多門，亂象孳生。
（三）監察院之所以糾正體委會之立論，即強調本法第 11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體
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第 1 項】。前項體育專業人員之範圍，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各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校正、換發、檢定費與證照
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辦理
之【第 2 項】
。」及《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第 5 條「本法第
十一條所稱體育專業人員，指曾受體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水域救生員、國民體能
指導員、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活動指導員、運動
教練及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等相關規定，前經總統 2000 年 12 月 20
日（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301070 號令公布修正當時，業有規定本法中央主管
機關（本法第 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應訂定辦法辦理之，惟迄 2009 年止，仍未
依法完成「法規命令」訂定作業，而任由民間團體自行其是，致是類證照專業地
位及應保障消費與安全權益之機制，無法獲社會大眾信賴，主管機關顯有怠惰之
處（監察院，2011）糾正明確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立規範法規辦理救生員證之合
格發證標準、檢定授證並管理之。
三、體育專業人員證照基礎法制猶待體系上之建制
（一）按我國「體育運動專業人員」證照制度，實係獨立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及
「技術士」等證照制度以外之另一特殊證照制度，渠證照制度意涵，奠基於本法
第 9 條規定有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作為核心之「國際奧林匹克家族」通用
規範各種「體育運動專業人員」之「制度性保障」
，然本法第 11 條規定之「體育
專業人員」範疇，則係包含前開本法第 9 條規定之「國際奧林匹克家族」通用規
範之教練、裁判或其他專業人員證照（例如：馬拉松距離測量員）及非屬前開「奧
林匹克家族」通用而屬我國體育運動領域特有規範之專業人員證照（例如：運動
傷害防護員及山域嚮導等）。
（二）揆諸我國憲法即《中華民國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規定，其中有關「工作權」之基本權保障，確立民眾之於憲法有關
職業上選擇自由之保障，然國家各種「證照」制度之建立，則係對於民眾前開憲
法保障有關職業上選擇自由，明顯有所侷限及戕害，同時亦係對於國家教育體系
培養成果之不信任，國家為求得以參與前開「國際奧林匹克家族」範疇各種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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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賽會，而於本法第 11 條規定當中配套建制「體育專業人員」制度，惟渠等
範疇，非僅前開本法第 9 條規定之「國際奧林匹克家族」通用規範之各種體育專
業人員，亦有包含非屬前開「奧林匹克家族」通用而屬我國體育運動領域特有規
範之專業人員證照。
（三）本法前曾於 1998 年 10 月 21 日（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215640 號令修正公
布，按「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前項體育專業人
員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各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校正、
換發、檢定費與證照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辦法辦理之」為本法第 11 條定有明文。且於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
五條則將所稱體育專業人員範疇予明確列舉「指曾受體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水域
救生員、國民體能指導員、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
活動指導員、運動教練」外，並概括予「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文字，
俾應新增體育種類，實務上，以無動力飛行運動指導員、雙人飛行傘載飛員屬之。
目前所稱水域救生員含靜水(游泳池)與動水(開放水域，如過去之海水浴場，現屬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公告戲水場域之一)之守望警戒及救援服勤人員，社會上已通
稱為救生員。何台棟、羅英茂、廖湘傑（2010）認「水域救生員」等類專業證照，因
場域及業務執行上，較具「高度危險性」之從業屬性，宜訂定相關法規規範管理之，
其法制面之建構進度與現況，分析如表 1-1 現行水域救生員證照制度與現況分析表。
表 1-1
現行水域救生員證照制度與現況分析表
辦理方式

證照分級

一、過去，係由數水上救生團體以民間 一、民間團體所發救生員證之分級，概
標章自行核發救生員證，累計既有持證 有「初級、高級」救生員；另部分專項
者有 56,145 張證。（體委會，2009）

水域領域之團體有「急流救生員、海浪

二、自 2010 年起，依救生員授證管理辦 救生員、水上摩托車救生員」等分級。
法，經體委會審定授權辦理檢定授證業 二、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以服勤場域
務，採雙署名(機關首長暨協會理事長) 及應備專業能力之差異需求，概分「游
之方式核發。總核發救生證 1174 張。

泳池救生員、開放水域救生員」。

註：資料來源：何台棟、羅英茂、廖湘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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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含游泳池及開放水域等）安全維護權責牽涉救生員執勤規定，分散各該機關
職規範圍。本文亦持相同看法，概以上述所列「水域救生員」及其餘同屬高風險戶外活
動型之「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活動指導員」等類專業證照，均因場域及業
務執行上，較具「高度危險性」之從業屬性，如無法規予明定標準化之要求，致民間自
行發證之素質不一、管理不當、民眾消費權益堪慮。
林宜男（2006）指出，
「證照制度」有助於建立各該專業領域範疇當中之職業尊嚴及
專業服務倫理。涵攝至體育運動服務領域，如能經由各該法令明文規定完整法制，積極
落實推行國家職業資格證照制度，則亦係體育界專業人士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保障民
眾健身需求及運動權益之重要工作，尤其部分執證人所提供服務技能屬於具有相對高度
危險性，牽涉服務對象不特定性、及選擇資訊不對稱，相對觀察，消費者似較無選擇權
情況下，救生員證則屬其類型之一（何台棟、羅英茂、廖湘傑，2010）。
基於過去民間立案救生團體對其招訓救生結訓學員，配合地方消防機關登錄為民力
救難團體，於假日溪流湖潭海邊等擔任「志工」性質之救生防溺協勤工作係屬公益性之
志願服務範疇，政府均以輔導或補助方式辦理，主管機關未強制介入，要求將發證權收
為公部門管理；惟因該等團體所發救生員證亦得受雇於游泳池擔任救生員，發證團體太
多，有關收費、合格標準、證照效期、複訓時數等事項衍生諸多亂象，甚者，少部分救
生員之證照失效後仍掛牌受雇於游泳池招致泳客提出質疑，影響泳池安全泳客生命權益
保障至鉅。
因應監察院對此認檢定與發證團體應經政府許可，體委會參採國內資深救生團體且
組織運作良好檢定授證流程，邀集各水域救生團體研議團體「認可制」之可行，於 2010
年 2 月 24 日發布救生員檢定授證管理辦法，並於同年 3 月 1 日體委全字第 09900043681
號公告受理申請辦理救生員授證團體認可事項，復經體委會審定後於同年 5 月 7 日體委
全字第 09900099191 號公告認可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中華
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及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伍人員協會等
國內 5 個救生團體經審定合格予認可辦理前開本辦法規定之救生員授證相關事項，已逐
步呼應監察院糾正及釐清消保會要求改善事項。
鑑於前開「救生員證」由單純「民間團體標章」轉型為「官方名義發證之資格證書」
發展過程，其中採行「訓練、檢定」分離，授權團體予「認可」4 年期間而期間屆滿重
行辦理審定，訂頒授證管理辦法明確相規範條件，輔以「撤銷」及「廢止」等「進退場」
機制等，係參酌內政部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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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採用申請審查「認可」複式團體授權辦理之方式；
是否最佳之法制上策略，殊值重視及後續觀察，提出檢討，一則供下次修正依據，另則
提供其他類型體育專業人員證照參採﹝例如：潛水指導員證及漆彈指導員證等﹞，而國
內還尚未妥為規範，仍由民間團體辦理訓練講習結訓發證，社會大眾對渠等證照品質猶
存質疑情況下，常有運動意外事件歸責性之探討。
救生員證達於社會通認之專業證照及法制化程度，除「專業資格」檢定及「證照」
之核發權限與規範外，關於「從業人員工會」
、
「組織公會」自律規範是否可行，亦甚為
重要，尚待更進一步研議納入此行業管理法規妥予研訂之必要。本研究可提供後續救生
人員專業證照相關政策及法規發展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背景，針對救生人員專業證照制度，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整理救生員證制度內涵；
二、釐清現行法規不同定位；
三、提出法制化發展的方向。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救生員證制度內涵爲何？
二、釐清現行法規不同定位為何？
三、法制化發展的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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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ㄧ、研究範圍
（一）時間：自 1967 年迄 2014 年，尤其聚焦於 2002 年之後；特以說明：體委會曾於
2002 年擬妥救生員檢定辦法草案預告並刊登政府公報(體委會公報)在案。後
因政策更張，迄 2009 間皆未有賡行辦理訂定救生員證相關法規發布作業。嗣
因應監察院提出糾正報告要求法制化標準化，於 2009 年 10 月間密集與救生團
體研商訂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2014 年 3 月修正法規名稱為救生員資格檢
定辦法。
（二）法規法令及函釋：
除體育法令規章外，探討體育專業證照之法制課題，其深度與廣度，應延伸拘
束性之實質規範，有大法官解釋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規、相關
部會之行政法規：
1.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三五二號、釋字第三六 O 號、釋字第四五三號、
六五五號解釋函。
2.法律及授權法規：
(1)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考試
種類認定辦法。
(2)職業訓練法、技術士技能檢定辦法、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工
會法。
(3)消防法、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資格管理辦法。
(4)行政程序法。
(5)國民體育法、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
3.行政規則：
(1)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2)游泳池管理規範及體育主管機關函釋等。
二、研究限制
（一）社會科學研究或實務見解或學說主觀性法律之規範，係因應社會現象而存在，
亦爲社會科學ㄧ環，法之本質因人而存在，制約於人之價值觀念、見解主觀性、政策取
捨時間性及執政黨決策之偏好，容易存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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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除比賽種類所涉救生選手及救生教練裁判等之選訓賽資格制，因係世界運
動會之正式比賽項目中，救生競速比賽，含有「動水」
、
「靜水」等二種，關涉國家代表
隊選手及教練選訓賽資格制度之建立與執行，屬國際體育賽制之制度性保障，為世運比
賽種類國際單項運動聯盟具國際組織會員資格之國家單項協會(中華台北水上救生協會)
之專屬權限。與此文所探討「提供民眾運動安全、保障消費權益」服勤之救生員證照，
渠屬性、目的及決定程序，顯然不同，故未納入研究之重點。
（三）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對於部分問題，牽涉受訪者之經驗、背景
與回答的意願，可能造成資料上的遺漏或不足，僅能就所蒐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歸納
與論述。

第五節

研究之重要性

一、體育運動法制程序與實體要件之學術價值
透過專業證照法制化之建立及推動，係當前發展運動休閒產業，加強人力素質，降
低失業率，提升國家競爭力之優先推動策略。惟目前我國運動休閒服務業相關證照種類
繁多，概略地依據渠等產業類別區分:運動傷害防護員證、國民體能指導員證、登山嚮導
員證、救生員證、體適能指導員證等。為確保相關證照品質及渠等實際應用性，現行證
照制度所面臨問題（例如：證照項目、發證機關適切性、各種證照授證基準、是否適堪
納為國家考試種類及渠必要性）實有必要檢討及評估。
二、提升品質保障消費者權益，具實務貢獻之重要性
尤其「國家考試」辦理時程或渠等作業所限，於時效未必符合實際需求，另從證照
法規效用及發展方向觀察，以「救生員」資格檢定為例，由非政府組織之救生團體申請
取得認可機制下落實管理，嚴謹執行持續加強專業技能，建立執業倫理規範與專業精神，
如中央主管機關逐步建構應有法制體系，依專業資格檢定法規要求在職回(複)訓、定期
換證，更符保護消費者之法旨。體育相關行業如爭取納入「國家考試」為政策選項時，
其法制應被程序與實質要件為何?關於水域遊憩場域及活動安全管理，因應社會需求，
規劃水域救生員行業之管理法律立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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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透過相關文獻與研究之整理與回顧作為本研究之立足點，也讓研究者有一明確
之脈絡以指引其思路，了解本研究之概念架構。第一節先探討專門職業證照制度，再論
及體育專業證照制度，第二節說明水域救生員功能，闡釋現行游泳池救生員及開放水域
救生員於現行相關法規及職場中之法效益。第三節小結。

第一節

專門職業證照制度

一、專門職業概念
證照制度所以受到重視，完全在於專業化的發展；所謂專業，是指需要接受高深教
育及特殊訓練的專門職業（李敏順，2004）。個人擁有專業證照，除了代表個人的專業
能力受到肯定外，另一方面，在社會職場上也擁有較高的競爭力及工作保障（許秀桃、
戴玉林，2003）。
專門職業證照，蕭錫錡（2007）指由國家或職業自治團體，針對所屬人民從事若干
特定行業行為，同時經由法令規定特殊程序判定具有一定執業能力而依法授予證照，並
使執證人獲得一定程度就業保障。換言之，根據各該法令或各該職業公會訂定之工作規
範，對技術人員所應具有專業知識及技能，依一定程序予以測驗而合格者，由政府或公
正單位頒發技能證書，俾以作為渠等執證人從業憑證，並依法獲得保障之一種制度。又
取得各該證書之人就業時，依法可得到某種程度之報酬及工作保障，甚或得以各該證書
資為職業憑藉，此種重視就業能力及執業資格憑證方式，即稱之為「職業證照制度」。
另為就業及轉業之需要，國際間不同國家，亦得由不同機關、團體（含協會或學會）或
私人企業等等，開發出一套測試基準，用於評量相對受測人之職業技能，而渠等合格者，
亦有發給職業技能證書，例如：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參照美國「國際內部稽核協會」
開發稽核師之職能標準據以辦理檢定測驗發證，提供企業主參採「內部稽核師」，即其
例。(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2010)。
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制度，針對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方得執業，
摘述司法官大法官會議第三五二號、三六 O 號及四五三號解釋之理由要旨：
（一）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三五二號解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係屬專門職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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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其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198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符合上開意旨，與憲法並
無牴觸（司法院，2011）
。復查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規定有四項：
（第一項）土
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為之。（第二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
人，應經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
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
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
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 5 年。(三)非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
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第四項)土地登記
專業代理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練、公會管理及獎懲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地政機關定之。」內政部則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定「土地登記專業代理
人管理辦法」
（二）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三六 O 號解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係依憲法
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而制定，與「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二號解釋
釋示在案。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第四條：
「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得
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一、經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者。二、領有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者。三、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發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之規定，並未逾越法律授權
範圍，與「憲法」亦無牴觸（司法院，2011）。
（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商業會計事務依據「商業會計法」第二
條第二項規定，謂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從事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及據以編制財
務報表，其性質涉及公共利益與人民財產權益，因此辦理商業會計事務為職業者，
須具備一定之會計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同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商業
會計事務，得委由會計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商業會計記帳人辦理之；其認
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稱「商業會計記帳人」既在辦理商業
會計事務，係屬專門職業之一種，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其執業
資格自應依法考選銓定之。商業會計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委由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商業會計記帳人之資格部分，有違上開憲法之規定，應不予適用（司法院，
2011）。
嗣專技人員涉國家考試與否之爭議，概以前開司法院大法官各該解釋及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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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相關見解，可作為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制度依憑及準據，簡述如下：
（一）按保險法第八條「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人，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
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第九條「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指基於被保險
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及第十條
「本法所稱公證人，指向保險人或被保險人收取費用，為其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
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洽商，而予證明之人。」等相關規定，而保險代理人、
經紀人及公證人等制度，最初係由《保險法》主管機關即財政部委託予行政院青
年輔導委員會代辦甄選，後因遭致立法委員質詢之故，考試院及考選部等機關，
爰此邀集各該專家學者意見而認為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等執行業務，與
人民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是此自應經過相當程度衡鑑，不宜交
由《保險法》主管機關逕為執行，仍應納入「國家考試」始為妥當。嗣後考試院
旋即與財政部會商而訂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
人特種考試規則》
，自 1994 年以後，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
即由考試院辦理。(司法院，2011)
（二）考選部認為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等，應係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範疇，
惟以財政部立場觀察，或有可能會認為其應係屬專業程度較下游之人員，不應納
入「國家考試」，如商業會計記帳員，為此考選部於是向大法官申請釋憲，大法
官於是做出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當中解釋理由書提出一項很重要的
觀點，亦即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所指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而
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由
此角度觀之，不論係商業會計記帳員人員抑或是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
其都與人民之財產、生命有密切關係。就考試院之立場而言，對此項人員之執業
資格係堅持其應經過考試。綜言之，是否屬專技人員之認定，應回歸至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及前開各該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亦即對於專技人員認定，應依上述大法
官解釋為準則，方屬適切正當。考選部（2011）
（三）考選部 1996 年 12 月 28 日研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範圍有關事宜，綜
整與會專家學者意見，提供其後所有職業證照法制發展具指標性指導作用：
1、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範圍，宜以依法律或經法律授權訂定之行政命令，
已明文規定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人員；或有專屬之職業管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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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範其執業資格應以考試銓定之人員為限，不宜僅依行政命令之規定，即將
其納入專技人員考試範圍。
2、如要將目前職業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委由民間團體辦理涉及專技執業資格或證
照之考試及訓練，納入專技人員考試範圍，考選部宜先考量本身之能力及相關之
設備資源是否足以負荷，以及收回自辦，是否會比職業主管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更為理想。
3.如該項職業在法制上須經由國家考試以銓定其執業資格，亦宜採委託或授權方式，
由職業主管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4、目前職業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委由民間團體辦理涉及專技執業資格或證照之考
試及訓練，宜尊重職業主管機關意見，信任人民團體，如職業主管機關管理得當，
該職業團體自律良好，則無需納入國家考試
5、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除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其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
考選銓定為必要條件外，另亦涉及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及職業選
擇自由之規定。因此，於考量某項職業應否以考試定其執業資格時，宜併予考量
是否會侵害前述憲法對於人民自由權利保障之精神。
6、因此，納入專技人員考試之專技人員，宜以具下列之特性為限：
（1）該項職業具有高度之專業性或技術性。
（2）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有直接重大之影響者。
（3）對社會安全有直接重大影響者。
考選部配合相關部會職業管理法律，推動以下證照之法源及其公佈時間，詳如表 2-1 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源及初次制定公布時間一覽表，概屬上述範圍之概
念：
表 2-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源及初次制定公布時間一覽表
考試名稱﹝類別、等別、級別﹞

法源

制定年

律師考試

律師法

1941 年

會計師考試

會計師法

1945 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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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源及初次制定公布時間一覽表(續)
建築師考試

建築師法

1971 年

各科技師考試

技師法

1947 年

醫師法、藥師法、醫事檢驗師 醫師 1943 年
法、醫事放射師法、物理治療
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

1990 年
師法、職能治療師法、聽力師

醫事人員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護理
考試

醫事檢驗師

放射師 1990 年

師、助產師、物理治療師、 法（民國98年1月12日三讀通
職能治療師、聽力師考試

物理治療師
1995 年

過，註）

職能治療師
1997 年
心理師考

臨床心理師考試

試

諮商心理師考試

2001 年
心理師法

中醫師考試

醫師法

1943 年

呼吸治療師考試

呼吸治療師法

2002 年

獸醫人員

獸醫師考試

獸醫師法

1959 年

考試

獸醫佐考試

獸醫師法

1959 年

民間之公證人考試

公證法

1992 年

營養師考試

營養師法

1984 年

社會工作師考試

社會工作師法

1997 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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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源及初次制定公布時間一覽表(續)
不動產估價師考試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地政士考試

不動產估價師法

2000 年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1999 年

地政士法

1991 年

導遊人員考試 外語導遊人員、華語導 發展觀光條例(導遊人員管理規 2001 年
遊人員考試

則)

領隊人員考試 外語領隊人員、華語領 發展觀光條例(領隊人員管理規 2001 年
隊人員考試

則)

引水人

引水法

1945 年

航海人員

船員法

1999 年

驗船師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交通技術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 1968 年
消防法(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 1995 年
士管理辦法)

註：根據醫學統計，嬰幼兒之先天聽障發生率，在出生時有千分之 1-2 為兩耳重度之
聽障，另外約有千分之 3-4 有輕度聽障或單耳聽障之嬰幼兒；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器官
自然退化所造成的聽力減退，將來聽力師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聽力師法」自民
國 97 年 2 月 20 日核轉立院，該法立法程序卻一直卡在與助聽器業者之間的爭議。經
陳節如委員積極參與協調，讓行政院版本和楊麗環委員所提出的版本，能夠在異中求
同，並順利於隔年 1 月完成立法，當年考選部即辦理第 1 次專技人員特考（報名 313，
到考 305；及格 179，及格率 58％）。本法的通過將為聽語學界注入發展的強心針，
希望這個法能為國內聽障朋友帶來更專業的優質協助。
註：資料來源：立法院圖書館網站（2011）。

以上歸納，可供法制沿革之觀察我國各類專技人員執業證法制化歷程，其法源及其公佈
時間與近期證照種類，當前面臨服務業世紀之來臨，有關運動休閒產業也係服務業中重
要一環，所需專業人力資源與效能之提升，有賴拓過完整證照制度化、法制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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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創造體育運動產業永續發展。
二、證照與分類
林子儀、葉俊榮（2008）指出，以證照效益度觀之，其有三種類型：(引自大法官
釋字第 655 號解釋所附部分協同意見書)
（一）登記制（registration）
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必須向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取得證照，始得執業。登記
的目的是為了掌握從業人員之資料，便於日後追蹤管理。
（二）公證制（certification）
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必須通過較嚴格之資格檢測，給予合格者一定之名稱。
經由檢測，對從業人員之專業能力賦予認證效力，以表示該類人員業已通過較為嚴
格的資格考覈；但並未完全排除其他未獲認證之人從事該類業務，而交由社會大眾
依其需求自由決定是否延請已獲認證者為其提供服務或處理事務。
（三）執照制（licensure）
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必須通過嚴格檢測合格，經政府核發執照始得執業；
未取得執照者即不得執行該項業務，如醫師、建築師。學者朱敬一、李念祖從「事
後紛爭傷害大小」、「責任鑑定難易」與「回復原狀便利與否」作為前述專業證照
類歸與管理的指標。例如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等高度複雜專業與人民生命、健康
與財產緊密黏著，政府事前對其執業資格，甚至教育養成作嚴格規範，嗣後對紛爭
傷害、責任鑑定與回復原狀較易處理。
從發照主管機關依種類性質及立法所擬採取管理之方法不同，我國證照制度區分下
列三種類型：
第一類：考試院掌理之專技證照
首先，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
依法考選銓定之」暨依考試院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
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並
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其考試種類，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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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基準、認定程序、認定成員組成等有關事項之辦
法，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關於考試類種，於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至十三款予列舉「一、律師、會計師、
專利師。二、建築師、各科技師。 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
護理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物
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四、獸醫師。五、社會
工作師。六、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七、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保險公證人、記帳士。八、導遊人員、領隊人員。九、民間之公證人、法醫師。十、
牙體技術生。十一、引水人、驗船師、航海人員。十二、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十三、專責報關人員」以外，尚有第十四款之概括規定：「其他依法律」應經考試及
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於 2013 年 8 月 6 日修正施行之內容，
該款內容之前，始於 2001.07.23 發布時所用「其他依法規」，雖僅一字之差，惟此法
制用語於國家考試種類範圍，於實務上是否納入國考之判斷取捨，具重大意義。該概
括條款之變革時間與說明，如下表 2-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概
括規定內容異動表。
表 2-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概括規定內容異動表
發布

條項款

內容

說明

日期
2001. 第 二 條 其他 依法規 應經考試及 依法規之範圍，通說含法律或法
07.23 第十款

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 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此概念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院於 2001 年開辦導遊領隊
之國家考試，即以觀光發展條例
授權之「導遊人員管理規則」、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為據。

2013. 第 二 條 其他 依法律 應經考試及 採國會直接保留原則，所稱依法
08.06 第 一 項 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 律，指以國會三讀通過，總統頒
第 十 四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布施行者為限。

款
註：資料來源：立法院圖書館網站（2011）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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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何謂專技人員？憲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與其施行細則所列舉專
技人員，其餘屬「第十四款」之概括範圍，歷年來隨政經環境變動及產業發展，相關
部會對所轄行業法律規範與施政輔導之需，曾有多項相關專業人員證照業務發生積極
衝突與管轄競合現象，此經歷多次大法官受理個案請釋案之解釋理由書描繪出專技圖
像，可提供後續法制研修相關法律參據。法制實務上於所轄行業管理法律中具體條文，
以「經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證書」之立法體例，係賦予其應備條件規定而已，而考
試院基於該法律依據開辦試種，在在顯示依法行政之被動性。爾來，各界(含考試委
員)咸認考試院應本於職權主動為國考考試種類建構認定基準。
我國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定義相關機制之沿革如表 2-3，可供明白時空因素與其
背景。
表 2-3
我國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定義之沿革
日期

沿革(摘要)

1929 年 8
月1日
1934

年

11 月第
一屆考
銓會議

考試法僅具體列舉屬於專技人員之職類，並概括其他法令規定應
領證書之人員。嗣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制修，仍未定
義，僅由細則為範圍界定。
第 13 案提案說明：「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之考試，於人民之生
命財產、社會之安寧所關甚鉅，亟應賡續規劃開始舉行，以完
成考試院之職責。」初見論述。

1994 年 6

1.「土地登記涉及人民財產權益，其以代理當事人申辦土地登記

月 17 日

為職業者，須具備相關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是故土

釋字 352

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係屬專門職業。」

號

2.對於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作了定義性的闡述。

(續下頁)

17

我國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定義之沿革(續)
關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界定之綜合意見：
一、國會保留原則
二、效益原則
（

1996

三、管理彈性原則

年）考選

四、優先採行部外機制為原則

部 系 列

五、人民工作自由權之衡量

專 案 研

六、尊重司法及依憲法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商會議

七、納入專技人員考試之條件，宜以具下列之特性為限
1. 該項職業具有高度之專業性或技術性
2. 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有直接重大之影響者
3.對社會安全有直接重大影響者

1998 年 2
月 26 日
考 試 院
第 9 屆第
70 次 會
議決議

為「專門職業」，提出三項檢視之指標：
1.「依法規」：係以職業管理法律及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為限；
2.「應領證書」之規定，係指「職業證書」或「執業證照」而
言；
3. 參照第 352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且需具備相當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之行業。

1998 年 5

1.「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

月 8 日釋

能，而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

字第 453

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

號
1999 年 4
月 9 日考
選 部 函
覆 體 委
會

2. 對於專技人員之定義，有更為明晰之闡述。
體育專業人員：
1.

因其非屬「專技」人員，與專技人員考試有別。

2.

體育專業人員之定位問題，待明確界定，俾免與考試權範

圍牴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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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定義之沿革(續)
199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公佈
2004 年 4
月 23 日
考選部

(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係指依法規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人員；其考試
種類，由考試院定之。」
「專技人員」具有 5 項特點：
(一)執業行為涉及獨立的專業判斷，必須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
練之培養過程獲得之專業知識及技能。

就專技

(二)必須有法律基於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

人員定

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而對人民工作權設定資格之限制。

義提出

(三)依法應經考試及格。

研究報

(四)設有完整之職業管理制度。

告

(五)有健全與自律性之職業組織。
(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條：「
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
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
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
有證書之人員；其考試種類，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前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基準、認定程序、認定成員
組成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2013 年 1 月 8 （理由說明）：
日修正公佈

一、基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本質，並因應該證照考試屬性，保障人
民的工作權，故應以符合重要性原則並參酌司法院釋字第三五
二、四五三號解釋，將該證照之定義內涵予以具體化，俾資規範
明確。
二、為符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精神，並落實憲法所列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憲定考試權，爰考試權之專業層次上應有所分工。惟大法官
相關解釋之內容有高度判斷餘地，甚難於條文中訂定具體客觀標
準，故須有相關組織及程序加以認定。爰增訂有關專門職業及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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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定義之沿革(續)
術人員之實質認定標準、認定程序及認定委員會組成等事項，由
考試院另訂定辦法規範，其中認定之成員包括相關機關、公會、
學會團體等產官學界代表。未來各職業主管機關擬增設新的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應依該辦法規定之認定基準、認定程序審
議。
2013

年

10 月 2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考試種類認定辦法

日訂定
註：資料來源：考選部（2014），研究者彙整。

關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定義內容與認定之實質與程序機制，其影響政策規劃與執
行甚巨，自 2013 年 10 月 21 日訂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考試種類認定辦法以後，
各部會所轄行業發展需用之專業人員是否具足過條件申請認定為國家考試之種類範疇，
依該辦法附表所訂指標項目自明，且該辦法就審議認定案參與機制之規定甚詳。
第二類：勞動部辦理技能檢定之專業證照
基於職業訓練法第 31 條之規定，為提高技能水準，建立證照制度，應由主管機關
或委託有關機構、團體辦理技能檢定；第 33 條技能檢定合格者稱技術士，由中央主管
機關統一發給技術士證；第 35 條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別之事業機構，應僱用一定
比率之技術士；其業別及比率由行政院定之。自 1974 年開辦技術士技能檢定迄今將近
開辦 165 職類分甲、乙、丙三級，開辦 380 級別。由於技術士證為就業能力證明，作為
僱佣參據，同時為鼓勵業者多僱佣一定比率之技術士，政府定有各種獎勵措施、職位晉
升、加薪與加分等。近幾年經濟發達，人民消費能力提昇，要求品質安全的生活水準增
加，因而，技術士之設置不應再拘限於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別，應擴及「公共衛生」
與「國民健康」，有關業別之事業機構，亦應僱傭一定比率之技術士。
第三類：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辦理之證照
行政院各部會為了執行各項任務，順利完成其法定職掌，往往在其主管法律或法規
中設置有助於達成任務並要求人民或業者必須設置之專業人員，就基本工作能力或開業
能力作評量作要求。
由於該專業人員之資格、認定與訓練由該法規主管機關或委託民間專業或學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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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以其就業效用所涉「強制度」又可區分：
ㄧ者，強制力較強，屬行業管理法明定條件之證照，違者負行政罰責，例如保全業
法第 10 條保全業應置保全人員，執行保全業務，並於僱用前檢附名冊，送請當地
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後僱用之。作為對於業者從事該事業或經濟活動取得營業執照前
之條件。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11 條規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培養兒童及
少年福利專業人員，並應定期舉辦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業者若不依法設置或僱用
不符資格之人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依法處以罰鍰。
另者，雖無強制力之法效，僅提供選聘員工佐證資格能力之證照，惟主管機關所以
政策性積極推動之，係基於保障消費者權益，及早因應所轄業別需要專業人才，並
協助業者（或消費者）篩選人才或服務交易對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了促使
此類證照人員發揮功能，對業者或事業單位作年度評鑑、訪視時，將之列為評比項
目（勞動部，2011），法制面觀察案例中，以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雇用比率
之制度，最具代表制度之一，詳參表 2-4 我國各職業主管機關相關證照。
表 2-4
我國各職業主管機關相關證照
機
關

法律

授權法規名稱

方式

救生員檢定授證管理辦法＜2010年2月24日發
歷年來，委辦、去
布實施>
登山嚮導員授證管理辦法＜1998年6月25日發 任務化、認可授權
布實施>
及行政助手等各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2013
種方式。
年11月19日發布實施>

行
政
院 國民體育 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管理辦法＜2001年11月9
體 法第11條 日發布實施>
運動傷害防護員授證辦法＜2002年3月26日發
委
布實施>
會

單一委辦
單一委辦

潛水指導員
漆彈指導員

尚無發布

（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
自行車專業領隊人員檢定授證管理辦法（草案研議
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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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各職業主管機關相關證照(續)

原
能
會

緊急醫療救護
法

救護技術員

醫師法(備註)

專科醫師、專科護理師

認可授權
授權專科團體

原能會自行開辦
能源法等

經
濟
自來水法等
部
勞 技術士技能檢
委 定辦法、就業
會 服務法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高強度輻射設施運
轉人員、輻射防護人員、等7種

及證照管理(專責
機構化)

電匠、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地下水鑿井 技 術 士 檢 定 後 分
技工、資訊專業人員能力鑑定等7種
權由各機關依行
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訓練師、就業服務 業法規管理。
專業人員
環保署環訓所自

環
保
署

空污法等

空污、廢水、廢棄物、環藥、毒物、病媒 行 開 辦 及 證 照 管
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等13種
理(專責機構化)

交
通
部

船員法等

船員、輪機員、無線電操作員、航空人員、
汽駕教練、汽檢員等11種

殯葬業管理條
內

例

政

兒童及少年福

部

利法
保全業法

禮儀師(原擬規劃為專技人員國考種類，經 技 術 士 檢 定 後 行
重新考量，重新規劃，業由內政部協商勞 業 登 記 規 內 政 部
動力發展署開發職業檢定類科)

管理

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者，得申請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應備資格(第26條)
報備登記證之一

保全人員

一、醫師於1943年業納入專門職業國家考試種類之範圍；
二、1986年醫師法增訂第7條之1：
備

醫師經完成專科醫師訓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醫師證

註

書。【第二項】前項專科醫師之甄審，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各相關專科醫學會
辦理初審工作。領有醫師證書並完成相關專科醫師訓練者，均得參加各該專科
醫師之甄審。【第三項】專科醫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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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各職業主管機關相關證照(續)
三、立法理由：
(一)為提高醫療服務品質及提升醫療專業技術水準，並配合醫療法就專科醫院、
專科診所之負責醫師須具有專科醫師資格之規定，乃增訂本條，以建立專科醫
師制度。
(二)有關專科醫師之甄審，因各科專科之業務性質不同，故其甄審宜按各科之業
務性質及需要分別辦理，爰於第二項定明專科醫師之初審得委託各相關專科醫
學會辦理。至專科醫學會之性質及其籌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已有規定。
(三)專科醫師之分科及甄審有訂辦法之必要，爰於第三項中定明。
註：資料來源：法務部（2014），研究者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入口網站」

各行業主管機關欲推動建置專業職業證照制度之用意，在以排他而具強制性專業
證照當行政管理工具，而該產業相關組織或公會除正向以產業發展之須而為，部分則
有既得利益自我保護之思維，個案法制化條件是否到位及時空環境因素互異，常於推
動法案及制度整備過程中，因應社會環境與代表不同利益民意及利益集團之遊說甚至
衝撃不斷，茲摘述詳表 2-5 提議新增專技人員行業管理法律。
表 2-5
提議新增專技人員行業管理法律
類別

人員名稱

法案名稱

進度或說明

健

驗光人員(驗 驗 光 人 員 法 101.5.28 院臺衛字第 1010132764 號核轉立

康

光 師 、 驗 光 草案

衛

生)

生

公共衛生師

法院審議中，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公 共 衛 生 師 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法草案

2013 年 8 月經考選部受理衛生福利部之申
請，審議認定新增加「公共衛生師」考試院
核定在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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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新增專技人員行業管理法律(續)
消 防 消 防 設 備 人 消 防 設 備 人 (1995 年第一次修正)消防法第七條第三項所
公安

員(消防設備 員法草案

稱另以法律定之「消防設備人員法」尚未完

師、設備士)

立法之前，以「消防設
備師及設備士管理辦法」於 1996 年依同法授
權先發布實施在案。

註：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制局(2013)

以上所述，公共衛生師管理法(草案)雖納入立法院審議程序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但
2013 年 8 月經考選部受理衛生福利部之申請，審議認定新增加「公共衛生師」考試院核
定在案。未來完成立法後，將可辦理「公共衛生師」的專技高考。
除上述三類別之專業人員以外之其他行業國內外組織或從業人員依法立案籌設非
政府組織，於法未明文禁止之情形下，以民間團體證書標章方式辦理者，雖屬上述三類
以外之證照，但其因具國際化、產業結社自由化推動原則下，自行辦理證照創造品牌，
提供就業優勢之效益，業別即名稱詳表 2-6 民間團體自行辦理之證照種類。
表2-6
民間團體自行辦理之證照種類
業別

證照名稱

民間團體

人身保險業務員、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辦理 中華民國人壽商業同業
之人壽保險管理人員

公會

保
險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中心

業
產物保險核保暨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產險核保學會

產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產險公會

會計

壽險、產險保險精算人員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

業

八號精算人員（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精算師學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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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自行辦理之證照種類(續)
銀行內部控制、信託業務人員、理財規劃人員、初 臺灣金融研訓院
銀行
階外匯人員、銀行授信人員、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
業
會辦理之理財規劃師(CFP)；
證券商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證券投資分析
證券
期貨
風險

人員、投信投顧業務員、期貨商業務員、期貨交易
分析人員、債券人員、股務人員、票券商業務員；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發
展基金會
個人風險管理師、企業風險管理師；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管理
國際內部稽核師(CIA)、國際內控自評師(CCSA)、
稽核

國際政府機關稽核師(CGAP)，代辦國際金融業稽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核師(CFSA)；

註：資料來源：考選部（2013）

綜合以上所列從憲定考試權範圍、中央相關主管機關所為專業證照種類，至民間結
社或產業自行發展推動之專業人員證照，類多繁複，證照之重要性與否，端視民眾及業
者對該等證照之實際效用，加以檢視之。

三、技能檢定制度
教育部基於落實技職學校學生技能教學，提升技職專業地位，提高學生就業能力及
國家技術中人力水準與服務品質的策略上，於 1996 年 10 月 4 日邀集考試院、考選部、
銓敘部、及行政院所屬相關部會研商落實職業證照方案，教育部提出「推動技能檢定，
落實職業證照制度改進方案」企盼建立「學力」重於「學歷」的價值觀，以邁向「證照
與文憑具有同等效力」之目標，進而提升專業人才之素質。
我國實施技能檢定制度，首應追溯 1653 年間，政府推動 4 年經濟計劃，有感於技術人
力於量質方面均屬不足，因此始重視技術人員訓練及考試，萌生辦理職業訓練與技能檢
定構想，1966 年第 1 屆人力工作研討會，前國際合作發展委員會提出辦理職業訓練指導
員及技術工人甄審考試及頒發證書等計劃。此次會議為我國正式醞釀辦理技能檢定之開
端。
我國技能檢定證照制度係依據職業訓練法、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技術士技能檢
25

定作業及試場規則之法定程序及標準，對應檢人之工作技能專業知識，測試評定渠等工
作上所需具備技能及專業知識；其屬合格者，發給證書。職業訓練法明定中央、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辦理技能檢定各種業務，及依法令技能檢定制度，包括各級政府應辦事項、
技能檢定職類開發、規範研訂、試題命製、測試試務及渠等評量、證書核發及管理等，
該法令於 1983 年 12 月 5 日公告實施。
我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係依據職業訓練法第 6 章有關技能檢定及發證規定辦理，其等內
容主要重點如下：
（一）明定技能檢定由政府主管機關辦理，必要時可以委託有關機關、團體辦理。
（二）規定技能檢定分為甲、乙、丙三級。
（三）技能檢定合格者稱技術士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發給技術士證。
（四）明定選用技術性職位人員，取得甲、乙技術士證者得分別比照專科及職業學校程
度選用。
（五）明定技術與公共安全有關之事業機構，應僱用一定比率之技術士。
表 2-7
職業訓練法關於技能檢定之條文一覽表
條號

條文
為提高技能水準，建立證照制度，應由主管機關
辦理技能檢定。
第三十一條
前項技能檢定，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有關
機構、團體辦理。
辦理技能檢定之職類，依其技能範圍及專精程
第三十二條 度，分甲、乙、丙三級；不宜分三級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技能檢定合格者稱技術士，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
發給技術士證。
技能檢定題庫之設置與管理、監評人員之甄審訓
練與考核、申請檢定資格、學、術科測試委託辦
理、術科測試場地機具、設備評鑑與補助、技術
第三十三條
士證發證、管理及對推動技術士證照制度獎勵等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技能檢定之職類開發、規範製訂、試題命製與閱
卷、測試作業程序、學科監場、術科監評及試場
須知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規定定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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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法定職掌與
委託規定。

分級程度與
授權法源依
據。
發證權限、檢
定程序及檢
定職類開發
之授權法源
依據。

職業訓練法關於技能檢定之條文一覽表(續)
進用技術性職位人員，取得乙級技術士證者，得
第三十四條 比照職業學校畢業程度遴用；取得甲級技術士證
者，得比照專科學校畢業程度遴用。
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別之事業機構，應僱用
第三十五條 一定比率之技術士；其業別及比率由行政院定之。

明定證照之
法效益。
明定證照之
法效益。

註：資料來源：勞動部(2013)

證照有無市場性及實用性，除建立於該證照品牌是否取得社會公認權威外，常
需透過政府部門以行業主管法規，逐步予落實，目前各部會所業管之行業，行政院依
據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於2002年 2 月 6 日院臺勞字第 0910081030 號令訂
定發布、2009年 10 月 6 日院臺勞字第 0980058699 號令修正公告「技術上與公共
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比率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計有三十四類，詳
表2-8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
觀察現行勞動法規，行業特性與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之事業主，應聘僱公告一
定比率技術士，其行業別決定之法定程序，關涉技能檢定之職類開發調整與審議，係
依職業訓練法第33條第3項規定發布之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二章(職類開
發)，其中第4條將「依法令規定需僱用技術士者。」
「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者」列為
應優先辦理職類開發調整。體育專業人員種類中，救生員之工作屬性，相較於其他部
會(勞動部以外之中央部會，例如內政部保姆人員)轄管之行業別，是否為「技術上與
公共安全有關」納入優先考量，政策上，值得探討。
表2-8
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
編

事業機構

中央目的事業

應僱用技術士

應僱用技術士

擔任職務

號

之所屬業別

主管機關

之相關職類

之比率（人數）

或工作

特等冷凍空調製
1 造業及工程業

經濟部（工業局）冷凍空調裝修 甲級一人、乙級 冷凍空調裝
甲級、乙級及丙 二人及丙級三人 修
級技術士

以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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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續)
甲等冷凍空調製 經濟部（工業局）冷凍空調裝修 甲級一人、乙級 冷凍空調裝
2 造業及工程業

甲級、乙級及丙 二人及丙級三人 修
級技術士

以上

乙等冷凍空調製 經濟部（工業局）冷凍空調裝修 甲級一人、乙級 冷凍空調裝
3 造業及工程業

甲級、乙級及丙 一人及丙級二人 修
級技術士

以上

丙等冷凍空調製 經濟部（工業局）冷凍空調裝修 乙級一人及丙級 冷凍空調裝
4 造業及工程業

甲級、乙級及丙 一人

修

級技術士
用電設備檢驗維 經濟部（能源局）與電氣相關職 與電氣相關職類 特高壓、高壓
護業

類（室內配線、乙級技術士二

及低壓用電

工業配線或用 人、丙級技術士 設備檢驗維
5
電設備檢驗維 二人

護

護職類）乙級、
丙級技術士
6

鍋爐製造修配業 行政院勞工委員 與熔接相關職 全部
會
第一種壓力容

類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 與熔接相關職 全部

7 器、高壓氣體特定 會

類技術士

熔接施工、檢
查
熔接施工、檢
查

設備及高壓氣體
容器製造、檢查之
金屬容器製造業
(續下頁)

28

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續)
鍋爐操作、起重機 行政院勞工委員 與鍋爐操作、起 全部

危險性機械

8 操作等危險性機 會

重機操作等危

或設備之操

械或設備之各業

險性機械或設

作

備相關職類技
術士
9

10

與勞工安全管理 行政院勞工委員 勞工安全管理 一人以上

勞工安全管

相關之各業

理師

會

甲級技術士

與勞工衛生管理 行政院勞工委員 勞工衛生管理 一人以上

勞工衛生管

相關之各業

理師

會

甲級技術士

與勞工安全衛生 行政院勞工委員 勞工安全衛生 一人以上
11 管理相關之各業 會

管理乙級技術

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員

士
環境檢測服務業 行政院勞工委員 化學性因子作 三人以上
12

會

業環境測定甲

因子作業環

級技術士

境測定

環境檢測服務業 行政院勞工委員 物理性因子作 三人以上
13

會

會

因子作業環

級技術士

境測定

會

因子作業環

級技術士

境測定

之各業

會

乙級物理性

業環境測定乙

因子作業環

級技術士

境測定

與潛水工程相關 行政院勞工委員 職業潛水技術 一人以上
16

乙級化學性

業環境測定乙

與環境檢測相關 行政院勞工委員 物理性因子作 一人以上
15 之各業

甲級物理性

業環境測定甲

與環境檢測相關 行政院勞工委員 化學性因子作 一人以上
14 之各業

甲級化學性

士
(續下頁)
29

潛水作業

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續)
礦業

經濟部（礦務局）重機械操作技 百分之三十

重機械操作

17
術士

18

受委託辦理新出 交通部

汽車修護乙級 五人以上

廠汽車申請牌照

技術士

汽車修護

檢驗之汽車製造
業

19

受委託辦理新出 交通部

汽車修護乙級 三人以上

廠機器腳踏車申

技術士或機器

請牌照檢驗之機

腳踏車丙級以

器腳踏車製造業

上技術士

受委託辦理汽車 交通部

汽車修護乙級 一人以上，每增 汽車修護

20 定期檢驗之汽車

技術士

修理業或加油站

21

汽車修護

設一條檢驗線，
增加一人

受委託辦理機器 交通部

汽車修護技工 一人以上，每增 汽車修護

腳踏車定期檢驗

執照或汽車修 設一條檢驗線，

之機器腳踏車修

護乙級技術士 增加一人

理業

證或丙級以上
機器腳踏車修
護技術士證

22

下水道設施操作 內政部

下水道設施操 全部

下水道設施

及維護業

作維護技術士

之操作、維護

下水道用戶排水 內政部

下水道用戶排 全部

下水道用戶

水設備配管技

排水設備承

術士

裝

23 設備承裝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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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續)

24

大眾捷運系統設 交通部

與大眾捷運系 全部

系統設施之

施之操作及修護

統相關職類技

操作及維護

之大眾捷運系統

術士

運輸業
提供中式餐飲觀 行政院衛生署
25 光旅館之餐廳餐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八十以上 中餐烹調
士

飲業
26

27

28

29

30

承攬學校中式餐 行政院衛生署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餐烹調

飲之餐飲業

士

供應學校中式餐 行政院衛生署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餐烹調

盒之餐盒餐飲業

士

承攬中式餐飲筵 行政院衛生署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餐烹調

席之餐廳餐飲業

士

提供中式餐飲之 行政院衛生署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餐烹調

外燴飲食餐飲業

士

中央廚房式之中 行政院衛生署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六十以上 中餐烹調

式餐飲業

士

提供中式餐飲之 行政院衛生署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六十以上 中餐烹調

31 伙食包作業餐飲

士

業
中式自助餐飲業 行政院衛生署

中餐烹調技術 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餐烹調

32
士
33

燃氣熱水器及其 內政部（消防署）特定瓦斯器具 一人以上

特定瓦斯器

配管承裝業

具裝修

裝修技術士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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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比率（人數）一覽表(續)
營造業

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任一職 一人以上

34

類技術士

營造業專業
工程特定施
工項目

備註：
一、本表係依據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
二、各業管理法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就各該業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比率或人數
較本一覽表規定為高者，從其規定。
三、編號九至編號十一「與勞工安全管理相關之各業」，事業機構應僱用技術士之業別
及人數應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註：資料來源：勞動部（2014）
。

本研究分析，其中所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業種，屬勞動部管轄者11種、衛生
福利部管轄者者有8、經濟部管轄者有6、交通部管轄者有5、內政部則有4類。獨無體委
會所轄體育休閒運動服務業。
另，本文就相關部會之法制業務之觀察，有下列立法體例，值得注意：為維護使用
者權益及確保公共利益，關於法定公告專業人員雇用比率之法例，我國目前立法體例，
以經濟部制定天然氣事業法（2011年2月1日三讀通過）第 14 條「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僱
用一定人數之專任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負責輸氣管線工程施作及其相關安全維護
業務。前項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之資格、人數、遴用或更換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主管機關依該法授權據以2013年5月12日
訂頒「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管理辦法」。(經濟部，2014)
上述之立法案例，是近年來立法體例法制上特別個案，足以顯示，所行業管理法律
授權之下，本得創制雇用比率，端視社會需求民之所欲及立法政策之裁量。並非僅僅專
屬於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由行政院公告雇用比率一途，以上，值得觀察且可供體
育立法之研議參考，尤其針對部分較具高風險之體育運動種類行業別准入門檻，如採事
先報請許可登記制之法制思維，促使將專業證照與行業管理聯結並有效管理。
四、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
國民體育法自 1929 年首次公布後迄 2013 年，歷經總計有九次修正，其中有 5 次所公布
條文之沿革，與我國體育專業人員制度者相關，茲以下表 2-9 國民體育法關於體育專業
人員條文整理表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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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國民體育法關於體育專業人員條文整理表
次

日期

條

號
1

條文

項
1929.

第七條

凡任各學校及民間體育會等處之體育教員，須有合格證

3.30

第一項

書。

第二項

本條所用證書之式樣與發給章程，由訓練總監部分別制
定頒發之。

2

1941.

第六條第一 各級體育行政人員、體育教師及體育指導員之訓練辦法

8.9

項

由教育部及各地方教育行政機關規定之。

第二項

前項人員之訓練，由各級師資訓練機關、體育學校及適
宜於是項訓練工作之大學負責辦理，其課程科目及教材
綱要，由教育部定之。

第七條

體育教師及體育指導員之進修辦法及專業保障辦法，由
教育部擬定，呈請行政院核定之。

3

1981.

第十條

體育專業人員之培養、進修與檢定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條

體育專業人員之培養、進修與檢定制度，由行政院體育

11.9
4

1998.
10.2

5

委員會定之。

2000.

第十一條

12.1

第一項第二 前項體育專業人員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各體
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

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校正、換發、檢定費
與證照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辦理之。

註：資料來源：立法院(2011)，研究者整理自國會法律系統。

為提升體育專業人員之素質，體委會在陸續針對各種體育專業人員研訂授證制度；
除於 1998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外，針對運動休閒指導員、運動
傷害防護員、運動教練、運動裁判、潛水人員、水域救生員等各類體育專業人員研訂檢
定授證辦法，均應有法源依據，始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爰於 2000 年研修時增訂第
二項。又所定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事項，前經考選部於 199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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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選規字第○三二九五號函，認本條所定體育專業人員之檢定應屬「技能檢定」之性
質，因其非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與考試院所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有別。
故第二項資格檢定及授證乙事，與執業資格無涉。又參酌環境用藥管理法、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等，亦授權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法辦理專業技術人員資格檢定及授證業務。
(立法院，2011)
現行國民體育法細則第五條「本法第十一條所稱體育專業人員，指曾受體育專業教
育或訓練之水域救生員、國民體能指導員、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
員、漆彈活動指導員、運動教練及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之內容與範圍，係基
於上述母法之立法背景而產生報請行政院核定於 2001 年 12 月 1 日發布實施。各類「體
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之辦理方式，詳表 2-10 體育專業人員檢定辦理方式態樣表。
表 2-10
體育專業人員檢定辦理方式態樣表

辦理方式

體育署自辦（委辦） 體育署認可（行政助手）
運動傷害防護員

證照類型

國民體能指導員

運動協會自治範圍

救生員

裁判

山域嚮導員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無動力飛行傘專業人員(含雙

教練
馬拉松距離測量員

人載飛員、飛行指導員二級)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歸類整理

其中，對「運動傷害防護員」類，體育運動保健之相關產官學界，有建議認應列為「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範圍。但因尚無運動傷害防護法，且與物理治療師(已有物理治療
師法)職類領域之專業及功能部分重疊，致目前尚未歸屬專技人員。

第二節 水域救生員證功能
衛生主管機關規範游泳業(游泳池、海水浴場)營業場所應備置專任救生員，始自於
台灣省營業衛生輔導要點(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衛署疾管特字第０八九００一四五五六號函訂頒，九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行政院衛生
署疾病管制局衛署疾管愛字第０九六０００五三０五號函停止適用)，該要點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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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內有專任救生員駐於適當地點，並備有救生器具」僅屬原則性要求，當時
未針對場域大小配置多寡數量與進一步具體規定。其後由體委會發布游泳池管理規範，
趨於明確要求；至海水浴場等水域遊憩活動場域配置救生員及管理，目前仍屬水域遊
憩活動管理辦法主管機關之業務權責範圍。
一、救生員授證與游泳池管理規範之關係
體委會於 2006 年 4 月 14 日以體委設字第 09500065633 號令頒布「游泳池管理規
範」
，明定依游泳池總面積，配置足額合格救生員，且救生員應親自在場執行業務。游
泳池附設滑水道者，經營者應於開放使用時段，每一滑水道終點，增置救生員一名。
游泳池提供游泳訓練班者，以學員年齡為區分基準，規範學員教練最低比例。該規範
係行政程序法第一五九條所稱之行政規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據以自行制定
游泳池管理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詳表 2-11 游泳池救生員功能。
表 2-11
游泳池救生員功能
構成要件內容

法規名稱

法效益說明

救生員授 （第 2 條、第 4 條）

供各級行政主

證管理辦 專責在場擔任警戒、救援、勸導工作。

管機關查核輔

法

導改善及揭露
按面積比例，救生員應有員額：

資訊標準，雖尚

（一）三七五平方公尺以下者：最少配置一名。

無 強 制 性 罰

游泳池管 （二）三七五至七五○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二名。

則，但實務

（三）七五○至一、二五○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三 可 供 法 院 受 理
理規範第
8點

個案審判時釐

名。

（四）一、二五○平方公尺以上者：至少配置四名」。 清 責 任 歸 屬 及
「游泳池附設滑水道者，經營者應於開放使用時段， 裁量罪責参據。
每一滑水道終點，增置救生員一名」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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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生員授證與開放水域遊憩法令之關係
上開游泳池等運動場所之救生員人力資源運用，由各級體育主管機關管理輔導外，
體委會基於政府一體原則，提升所認證團體「合格」救生員證等專業人力素質，有力
於其他職場如遊樂區、觀光飯店、度假村等附設游泳池及開放水域遊憩活動或泛舟等
業者篩選聘雇為救生員，協力提供行政資源共享。換言之，業者以所聘救生員持有法
定合格救生員證者，當作一種能力評核方式之一。業管之各級主管機關如交通部觀光
局、風景管理所等無需就所謂救生員之「合格」再辦理檢定認證，簡政便民，建立救
生員專業證照制度之法效用，提供跨部會服務。詳表 2-12 合格救生員在開放水域功能
表。
表 2-12
合格救生員在開放水域功能表
法規
構成要件內容

法效益說明

名稱
觀光

（第 36 條）

（第 60 條）

為維護遊客安全，水域管理機關得 於公告禁止區域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不遵守
發展 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 水 域 管理 機關 對有 關水 域遊 憩活 動所為種
間及行為限制之，並得視水域環境 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之限制命令者，由其水
條例

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 域管理機關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
遊憩活動區域；其管理辦法，由主 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前項行為具營利性質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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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救生員在開放水域功能表(續)
水域

（第 9 條）

（第 28 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域遊憩活動區
遊憩 域管理需要，訂定活動注意事項，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而有下列各款
要求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投保責
活動

任保險、配置合格救生員及救生

管理 (艇) 設備等相關事項。

情事之一者，由水域管理機關依本條例第六十
條第二項規定處罰之：

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顯處設置告示
辦法

牌，標明該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

一、違反第八條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事項

遵守注意事項，及建立必要之緊急 之規定。
救難系統。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違反第一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水域管理機關所定注意

項注意事項有關配置合格救生員及 事項有關配置合格救生員及救生 (艇) 設備之
救生 (艇) 設備之規定者，視為違
反水域管理機關之命令。

規定。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述各開放水域供遊憩活動之場域相關行業之管理法規，分散於各機關所轄，從中
央以至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各局處之職權分工情況，大多歸觀光旅遊機關依觀光發展
條例授權之子法(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公告規範辦理如上之行政作用，少數則屬海
域型之國家公園管理處範圍。
依國民體育法規定辦理救生員資格檢定經體育主管機關所發證書，其中開放水域救
生員之效用，由合格救生員在開放水域發揮其專長，減少溺水事故，建立證照社會地
位，係體育人對社會之具體貢獻

第三節

小結

政策上，已經設置的應經考試始能執業之人員，以及各機關自行辦理資格衡鑑之人
員外，由於社會不斷進步發展，將來應該會出現更多需領證照始能執業的職業，此類證
照可能由相關協(學)會或該職業工會頒發，也可能由行政機關依法檢定發給，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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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給證照之前，還可能需要先經過考試或其他資格篩選程序。
經本研究檢視救生員證照所涉相關法規，現階段救生員屬體育專業人員，其資格能
力證書及複訓換證等專屬證照相關事項，屬體育主管機關依國民體育法授權，定頒法規
辦理之。但救生員證之應用面，屬運動產業者係游泳池業者歸各級體育行政機關輔導，
屬開放水域遊憩行業者，則因與行政管理權責與場域高度關聯因素，歸各級交通觀光行
政機關輔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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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對救生員授證管理制度之發展沿革、制度內容、及證照在游泳及開放水域活
動相關行業管理法規之效用，進行深入探討。採用質性研究法，較能探討問題在脈絡中
之複雜度，探索事務之本質與具有之內在意義。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流程，第二節為資料蒐集與處理，第三節為研究的信度與
效度，第四節為研究者立場，第五節為訪談對象。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取向，採文件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方法來蒐集資料，以進行
分析歸納，盼能探討救生員證照制度法規相關問題之意義及脈絡。研究流程共分為八
部分，並按照此順序逐一實施，分述如下：確定研究主題、蒐集及整理相關文獻分析、
擬定研究架構、編制訪談綱要、確認訪談名單、進行訪談、法制資料分析、撰寫論文，
如圖 3-1 所示。
一、確定研究主題
了解研究問題背景後，決定所要研究之方向與主題，來探討救生員專業證照法
制建構的必要程度。
二、蒐集及分析相關文獻分析
在確立研究主題與目的之後，蒐集有關救生員證照制度建構要素之相關文獻，
以建立理論架構與擬訂訪談問題之參考依據。
三、擬定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之結果，建構救生員證制度內涵以及其發展為專業證照架構。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五、編制訪談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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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相關文獻以及資料，依其內涵及證照制度建構要素，擬定本訪談綱要。原
則上區分二個版本，分別針對救生業務相關之機關團體及救生專家學者；另一版本則
係針對考選部承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國家考試業務所涉考選政策面之議題。
六、確認訪談名單並進行訪談
在訪談大綱確定之後，依照本研究之目的，開始著手聯繫訪談對象，進行安排及確認
日期、時間、地點等相關事項，並詳細告知本研究之目的與訪談方式等相關事宜。
七、法制資料分析
訪談所獲意見，深入探討實務上有無替代方案，法制面評估是否待修訂相關法規，並
具體分析研提法規研訂方向與規範要項。
八、撰寫論文
綜合以上研究流程及研究架構圖，以下二圖示之：
確立研究主題

蒐集及整理文獻分析

擬定研究架構

資料蒐集與分析

編製訪談綱要
確認訪談名單
進行訪談

法制資料分析

撰寫論文
圖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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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

管理/

方法/

行業/

技術/

法規/
Ej03x
u3

–

類科/應考規範設定

認可團體

民間標章
圖 3-2 研究架構圖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歸類修正自考選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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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部分專業證照之法制演化進程，大多以民間標章型態先發展為原則，隨產
業及社會變遷，一些具公共性及消費保護需求，進而賴公權力介入者，有官方認可民
間辦理部分專業能力之資格檢定，稱之為「認可團體」因屬主管關依法督導管理之下，
發展為準國家證照。惟，是否在晉階至專技人員國家考試範圍，其法制要求之廣度及
管理密度高，政府投入考試銓定之程序成本高所獲國家考試證照之地位與保障，相對
提高。總之，自無到求有，由低密度到高密度管理，逐漸形成共識符合社會發展過程。

第二節 資料蒐集與處理
質性研究以研究者本人對研究課題思探索企圖為出發，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蒐
及方法(觀察、訪談、文件分析、實務參與)對社會現項進行整體探究，使用歸納法分
析資料行程理論，通過研究對項互動對其意見表達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
明，2002）。包含深度資料蒐集採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來收集書面與非書
面料，以錄音機等工具協助紀錄，在針對以上相關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進而以文
字來說明研究發現之事實（葉重新，2001）。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與半結構式訪談
法作為蒐集資料的工具。
一、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法的優點為幫助研究者確定問題的所在以及瞭解知識基礎與其理論限制，
並可避免選擇沒有充分資料的題目（高淑清，2008）。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
會仰賴兩種資料來源以作為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取得途徑：第一種為「初級資料」
（primary sources），主要取自和研究參與者訪談對象涵蓋直接相關之行政機關之
決策者與規劃執行者、水域救生員發證機構之主事者對於救生員是否該當於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納入「國家考試」或類似「職業技能檢定」屬性之技術士，實有釐
清必要；第二種為「次級資料」（secondary sources），自經由第三者轉述之訪談
記錄或是歷史性文章和書籍、期刊與論文之研究結果與發現等資料，將分析大法官第
453 號解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職業訓練法及技術士技能檢定發證辦法等
法規構成要件及其學理見解，整理水域救生員證照法制化進程可能之定位類型。冀於
參酌相關政策、法規條文、行政實務不同見解，彙整法制化方向，提供後續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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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質性研究而言，文獻與記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可提供研究者洞悉事件原貌。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乃因文件分析法可說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必備之工具，透過蒐
集與研究相關主題文獻並加以分析，歸納出重點，以找出解釋的脈絡與線索。而本研
究以公部門有關考選制度及人力資源、體育專業證照制度主管機關為主要訪談對象，
探討業務層面之實務見解。
二、半結構式訪談法
質性研究的基本哲學是假設人們在個人互動過程中建構一個多元、互動和分享的
社會經驗，藉以營造一個實象；質性研究者相信這個實象是一種社會建構，例如個人
或團體對事件、個人和過程的意義探索；質性研究關心的是理解社會現象之參與者觀
點，包括參與者的感覺、價值觀、觀念、想法和行動。本研究所要探究之主題即在於
研究政策及法制實務規劃方向 (鄭為元、廖榮利，1985)。
在質性研究中，訪談是一種很重要的資料蒐集方式，雙方透過言語的溝通，以了解彼
此間的想法與價值觀等。
訪談可依研究者對訪談的控制程度區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結構型（封

閉型）、無

結構型（開放型）與半結構型（半開放型）。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型，由研究者事先擬
訂訪談大綱，在訪談進行中鼓勵受訪者積極參與、不限定答案，並依訪談情形進行彈
性的調整，採用的原因是因其優點為較結構型更能夠蒐集到較多受訪者之資料與想法，
相對於無結構型而言，較不易失焦、能掌握住研究的問題。使得面談者用來發覺研究
參與者之動機、信念與態度等。本研究採用訪談法主要之目的在於希望透過訪談之方
式，以獲得詳細且具有相當程度的直接資料。
因此本研究為了能深入瞭解研究參與者內心的想法，故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首
先擬訂訪談大綱，讓受訪者在訪談中自由的表達想法、生活的經驗以及事件對其所代
表的意義；而研究者藉由觀察日誌、訪談日誌、錄音之資料，以幫助回憶訪談時所發
現之問題。

第三節

信效度檢驗

質性研究之信度與效度概念，可從許多不同角度切入，因此產生各種不同的信度與效
度。一般而言，質性研究是歸納推理，從分析觀察結果而建立敘述性描述(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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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s)。並歸納邏輯從敘述性描述中，產生概念(王文科，2000)。因此，質性研
究比較偏重效度，強調主觀性並注重全貌分析。然質性資料會因受訪者個人意見、態
度及看法之主觀性而不斷地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偏差。因此，效度僅應被視為具程度上
差異之相對狀態，而非一全有全無的絕對狀態，因此，本研究努力將無效之處減至最
低，並將效度提至最高。
基上述可略見「質性研究」有其自身獨特評估標準，本研究對信度與效度的控
制上，依學者胡幼慧(2008)研究之觀點，從下列方面著手：
一、確實性(credibility)
確實性即內在效度，指質化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就某種程度而言，可將其視為研究
的準確度，即研究發現必須能精確地描述所研究的現象。亦即研究者真正觀察到所希
望觀察到的。本研究運用以下技巧以增加資料之真實性：
(一)重複訪談，就觀察標的議題，確信傳達之意見內容。多次諮商已退休之專家學
者，具資深救生考試官及游泳體育教授之經驗，提供游泳與救生之理論與實務見解。
(二)研究同儕參與討論，找對體育法制研究熱誠之舊雨新朋組讀書會定期討論。
(三)同質性受訪團體之意見有差異，從法規意旨及制度面加以辨證歸納之。
(四)由訪談所得資料之延伸課題分析之需，經研究者持續予省思，如屬法制分析者，
蒐集所涉政府法規函釋或其立法背景政策，求證與再驗證。
二、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即外在效度，指經由受訪者陳述的感受及經驗，能有效地做資料性的描述與轉換成文
字陳述，增加資料的可轉換性。受訪者在研究原始資料所陳述情感與經驗，研究者能
慬慎的將資料之脈絡、意圖、意義及行動轉換成文字資料。簡言之，乃指資料的可供
比較與詮釋性。
研究者為增加研究的外在效度，應用資料的再驗證方法，將訪談內容轉成文字效稿後，
送請受訪者再為確認。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指內在信度，研究者在資料的蒐集過程中必須考慮到資料來源的考靠性，乃指在同一
研究與同樣情境下，用相同的研究方法，所得結果的一致性。在本研究中，以半結構
式訪談的方式以取得研究對象之看法與資料，在進行訪談前先和受訪者溝通，並讓受
訪者了解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進行訪談之方式，以取得受訪者同意，之後
將每一次之訪談資料轉謄為逐字稿之文本，會再予以受訪者閱讀確定無誤，若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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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更正，或有受訪者不同意呈現之內容則予以刪除，以此方式確認訪談過程中轉謄之
資料，確實能表達受訪者之陳述。

第四節

研究者立場

質性研究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對研究課題思探索企圖為出發，在自然情境下採
用多種資料蒐及方法(觀察、訪談、文件分析、實務參與)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探究，
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行程理論，通過研究對項互動對其意見表達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
種活動（陳向明，2002）。包含深度資料蒐集採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來
收集書面與非書面料，以錄音機等工具協助紀錄，在針對以上相關資料加以整理，歸
納分析進而以文字來說明研究發現之事實（葉重新，2001）。因而本節透過研究者
立場與觀點，來詮釋前述蒐集各階段救生員證照之社會現象及歸納所得法制思惟，冀
望提高研究價值。
研究者本人就讀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臺北大學前身)法律系時期，對野外山林河海
之相關休閒活動有高度興趣，並因此藉由校園內運動社團結合同好投入大部分假期
及休閒時間縱橫於大山眾水間，同好們在前輩學長引領學習下，重視各種活動環境
中存在危險因子及預防於先，慎選適格嚮導、篩選隊員並了解個性及必要之行前訓
練，是降低意外事故之不二法門，因此奠定中興法商登山社績優傳統，迄今尚保持
零山難無溺水。體委會成立之初，內政部警政署協調將高山嚮導證之核發與管理業
務移轉為體委會法定職掌，長官選任我一個非體育科系之門外漢，並將此項證照之
法制事宜交賦本人承辦。
山水相連，有山就有水，其後因應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將山域嚮導及水域救
生員明定列為體育專業人員範圍，本人於服務期間有榮幸最直接接觸此兩項業務推動
並參與法規研訂過程，有感於上揭專業證照及人力資源之有效運用，可減少失蹤或溺
水事故，關涉人命健康權益保障，為提高專業服務品質，表彰專業人員之職業尊嚴，
建立該等專業證照制度係政府相關機關責無旁貸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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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實際推動業務承辦人觀點又兼用學術研究方法，以救生員證個案為例探討其
法制化，認證照管理係人力資源管理穩固發展重要策略之一；過去民間團體自發性核
發之志工性質之證照，建立可長可久之規範基礎及落實管理。

第五節

訪談對象

本研究所採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產、官、學者所提供意見，質性研究雖然在代表性
上受到限制，然其研究價值有仍存在的必要。因此，本研究依探討問題取向，分別擇
就考選部及體育主管機關承辦科、水域救生團體秘書長與水域救生領域專家學者等，
訪談對象名單如表 3-1，寄望能提出代表性之看法內容，雖無法解釋為普遍性事實及
推論為所有專家學者之觀點，但亦可對某一現況和情形有所深入了解。
表 3-1
人員

訪談對象名單
受訪者

說明

教育部體育署科長

熟悉救生員制度及實務上與民間救生團

編號
A-1
A-2

體互動，規劃及行銷救生員證政策
考選部規劃司承辦科長

專技考試業務承辦

中華民國 001 會秘書長

1.法制化後，預期受利害衝擊影響者。

B-1

2.救生檢定實務執行之單位
3.代表大部分民間團體對檢定授證業務
中華民國 002 會秘書長

之意見反映

B-2

4.公私夥伴關係發展之協力團體
C

學者專家

有 50 年水上救生員考試官經歷

以上，經邀請參與本研究知受訪者，均具職務與業務之專業背景及整體政策觀點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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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救生員專業證照制度內涵

「救生員」係屬「體育專業人員」資格之一。體委會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及
《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授權而發布訂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嗣教
育部繼受體育業務後，修正頒訂為《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本研究特蒐集文獻並藉
由訪談各該受認可團體(民間)、考選及體育行業主管機關，並就所獲部分意見反映。
就救生員證制度內涵進行深入探討分述如下：

第一節 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
「救生員授證辦法」草案之研訂，體委會於 2002 年 4 月 16 日體委全自第 0910005909
號函公告「救生員授證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對照表，刊登於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公告(總計條文有 18 條)，對外徵詢陳述意見。惟因當時首長採認此類檢定授證事務
屬去任務化之決策思維，並經主管會報做成決議，致本案未完成後續法制作業程序(另，
其他授證辦法雖已發布採勞務採購擇優簽約委外辦理業務均暫停)，先予敘明。
其後至 2006 年因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會)展開游泳池
安全查核暨監察院於 2009 年提出糾正及調查意見，體育行政首長指示積極研議，並
須於監察院列管期限內完成法規及開辦事宜，以下僅就後階段完成法規內容與探討。
一、背景緣起
行政院消保會因應發生游泳訓練班學員溺斃事件，於 2006 年間，邀請體委會等相關
機關召開會議作成決議略以：請體委會檢討救生證照核發制度，發證機構資格，應經
政府認證許可，以確保證照核發品質；該會對有關消費者服務工作績效考評委員具體
建議：「專業證照制度管理，涉及全民參與運動時之健康與安全，請落實執行各類體
育專業人員（尤其是救生員、潛水指導員。）認證機制，並請加強相關從業人員職前
及在職訓練與定期及不定期之事後稽核制度。」(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2006)
監察院復於 2009 年 09 月糾正要求體委會應就「救生員證」發證團體等相關事項儘
速法制化；爰此，體委會基於國民體育法之授權，積極就「救生員」之檢定科目、證
照效期、規費、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參採訂定各類體育專業人員檢定授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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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規參考原則《按：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5 年 9 月 8 日體委綜字第 0940018057
號函頒》
，自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2 月間邀集救生相關團體及專家學者歷 4 次研商
會議、完成初稿並將草案提送行政院公報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予草案預告，為周延起見，
嗣將所蒐集意見，在召開 2 次諮商會議定稿後，才依法制作業程序予發布實施《救生
員授證管理辦法》。（詳附錄一)
二、《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內容分析：
(一)法規名稱：基於監察院所提糾正文意旨及行政院消保會歷次會議決議事項，除導正
救生員證品質及其給證標準化，兼具對認可團體執行檢定授證業務之督導，納入
國家公權力管理之需，法規全銜採《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
(二)主管機關與法源：於該辦法第一條開宗明義予揭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為辦理救生
員授證及其管理事項，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所揭有主管機關、業務目的性及法源依據，本文認已明確且有利貼近民眾閱讀法
源之完整性。惟此種法源呈現格式，顯與其他部會法制慣例所制頒法規命令體例
呈現有別，嗣教育部修正為《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一條之體例「本辦法依國
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則採通說。
(三)應檢資格與排除：應檢人應滿 18 歲條件及相關規定、積極資格事項、救生員消極資
格事項，明定五款犯罪類型前科犯，不具申請檢定資格。
(四)證照分級與法效：救生員分「游泳池救生員、開放水域救生員」二類兼晉級之概念，
游泳池救生員持證者之服勤場域僅在泳池，但例外情形，高階之開放水域救生員
得於游泳池擔任救生員。此有別於民間團體過去所用「初級或高級」救生員之用
詞。
(五) 證照管理：含證照效期三年為限、複訓換證、受認可單位辦理檢定及授證收費基準、
證照滅失遺失或毀損等補發程序、對持證人應撤銷、應廢止等構成要件及效果。
惟其中得受理救生員複訓申請之認可團體，於法未採「原團體」之明文且複訓費
用與課程量及測驗合格判斷，實務上仍輔導授權各認可團體提報實施計畫依核定
實施，此放任之情形導致部分既有持證救生員不願於原團體複訓，另外於他團體
複訓之流動現象，易引起團體間惡性競爭。惟究採自由競爭游救生員選擇或採現
原團體複訓辦理，優劣各異。因法制上已採高度授權予團體自律自治擬定複訓計
畫實施，應以能提升複訓品質為唯一考量，本文認為，救生員證外觀已採體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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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名義發證之條件與屬性，以非單純民間團體標章。換言之，係屬持有官方
合格證照之救生員，對參加複訓辦理團體之選擇權應予尊重，不宜強制以原團體
為限。
(六)配套措施：含認可團體申請之審定、認可期限與展期、輔導（停權）與退場(廢止
認可)、檢定審甄人員、體委會成立認證團體審定會（以下簡稱審定會，詳附錄二）
設置及審議方式；施行過渡性規定。
(七)、學科檢定科目分析
1.游泳池救生員
(1)學科科目有四部分：救生概論、游泳池安全常識、游泳池管理、急救。
(2)術科檢定科目部分有三部分：
A、基本能力：救生四式游法（擡頭捷泳、擡頭蛙泳、側泳、救生仰泳）各游 50
公尺，5 分 30 秒內完成。仰漂及踩水各 3 分鐘。
B.救援能力：徒手游泳 25 公尺，帶假人游泳 25 公尺，男子 1 分 20 秒、女子 1 分
40 秒內完成。徒手潛泳 20 公尺。
C.急救能力：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勢、水域脊椎受傷處理、
體外自動心臟去顫器（A.E.D）操作。
2.開放水域救生員
(1)學科科目有四部分：救生概論、開放水域安全常識、海灘管理、急救。
(2)術科檢定科目部分有五部分：
A.開放水域游泳 300 公尺，8 分 30 秒內完成。
B.救援板救援 300 公尺，8 分 30 秒內完成。
C.浮標救援 300 公尺，9 分鐘內完成。
D.救援艇救援 300 公尺，6 分鐘內完成。
E.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勢、脊椎受傷處理。
上述，所採學科術科之科目名稱之研訂過程，原則均綜整所有救生團體救生訓練課
程表予歸納，其中學科部分有「救生概論、急救」因係共同基礎科，同時存於泳池及
開放水域：另關於「安全常識、場域管理」則擇分立「游泳池安全常識、游泳池管理」
「開放水域安全常識、開放水域管理」。術科尚稱符合各依服勤場域之差異性定期所
需技能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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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專業分工與名實相符起見，原則上，本文認為關於急救能力範圍「心肺復甦術、
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勢、水域脊椎受傷處理、體外自動心臟去顫器（A.E.D）操作」
等單元之技能項目，繫屬醫療專業機構有訓練認證且普遍推廣在案，渠顯非體育機關
或救生團體之培訓專長，不宜納入救生員之檢定科目；惟因政策上認救生員須備具該
等技能，應採承認醫療機構結訓證書並列為救生員報名資格中予規定，如此即可簡化
救生員之檢定流程而各安渠位，俾專業有效管理；法規研訂時，會商衛生署機關意見，
縱擬採考量同意得列由救生團體檢定科目，但法制上可設計採雙軌模式：一則，如前
述直接承認制於報名時檢送有效證書供審，另則，即現行所採一併檢定應考，但審甄
(考試官)之資歷是否具衛生福利部所承認合格考評資格為限，如採前者直接承認制辦
理抵免檢定部分之情形，應減收費用額，一併定明。
三、
《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重要原則
整理此重要原則供了解政策核心原則之用，以利簡明掌握，此依中央行政機關
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對於法規之草擬準備作業，要把握政策目標並須以政策需要為準
據，確立可行作法，就法規之其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採擇達成政策目標最為簡便易行
之作法。以達成政策目標之整套規劃中，惟有經常普遍適用且必須賦予一定法律效果
之作為或不作為事項，方須定為法規，並應從嚴審核，審慎處理者，始提列規定事項
為法規擬草構想要項之中，以下所揭五大原則，除用以掌握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草案
之核心價值外，以之利於研商協商過程中掌握重點加以討論。
（ㄧ）依法行政、建立信賴
明確規範證照範圍與效用，以利地方政府輔導管理、公私立泳池聘僱及保障民眾（泳
客）生命安全。
（二）政策領航、民間執行
採用「認證」之政策工具，由本會審查合格團體予認可（4 年期限）
，渠等民間團體
辦理檢定授證之重要事項，可達於一致化標準。
（三）認證團體，不限單一
規制申辦及審認程序，輔導合於申請條件之民間團體取得本會認可，讓「檢定－核
頒證照」由發證團體自主管理原則，發揮其應有職能。
（四）退場機制、權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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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受認可後，認證期限 4 年內，如有本辦法規定停權情事，本會得公告廢止認可
辦證之授權，藉以督促民間團體（受認可人）妥為自主管理提升專業人員證照品質。
（五）節省公帑、發揮效能
考量民間團體「水域救生」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當充足，渠等檢定科目及核證，驗豐
沛。本案行政立法採「認可」制，無須公務預算委辦而達預期目標。
四、檢定授證業務申辦流程：
為迅速了解條文間之關聯，簡略以申請案件之動線之概念，確實掌握流程。

體

申請團體

（每年 3 月前公告受理）申請

（第 10 條救生團體備齊實施計畫等文件）

委
會
︹

予認可（第 14 條）

受認可團體

審
定
會

訪視與查核（第 15 條）

第
13
條

辦理撿定與授證事務

不予認可（第 14 條）

明定收費基準與範圍（第 17 條）

（次年得再申請）

證照效期 3 年及複訓 24 時（第 19 條）

︺
圖 4-1 檢定授證流程圖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以上，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關於救生團體申請案所為流程予整理，可供業務說明之用途。
嗣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就此之作業流程大致相同。僅關於四年屆滿，申請展延期限最
高以三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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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

因應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作業，體委會已於 2013 年 1 月 1 日併入教育部並由教育部體育
署承接其業務，有必要修正主管機關名稱；為使各體育專業人員進修及檢定制度辦法
名稱、用詞及體例一致，由教育部進行研商修正，於 2013 年 8 月完成修正草案條文
16 條(詳附錄三)，經草案預告蒐集意見，嗣 2014 年 2 月 17 日完成法規修正並發布實
施，共計條文 17 條(詳附錄四)。
一、《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草案預告內容重點概述
(一) 配合各體育專業人員進修及檢定制度，辦法名稱、用詞及體例一致性，修正本
辦法名稱為《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
，並修正部分條文。(二) 配合游泳池管理規範，
修正游泳池定義；並修正申請單位定義。(三) 本辦法採「訓練、檢定」分離原則，
酌修申請人之應檢資格文字。(四) 考量持證後執行業務與消費者接觸機會關聯之實
務，修正報考救生員消極資格之情形、廢止態樣及其法律效果。(五) 增訂申請救生
員資格檢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六) 因應救生員實際發證情形，修正證書有效期間及
其複訓規定。(七)修正不得再行參加救生員資格檢定之期限。(八)新增「審定小組」
委員性別比例規定。(九)以行政約定模式推動辦理事項：包括「審甄資格表、換發證、
申請救生員授證業務實施計畫書格式、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等規定事項，為
免嗣後受限修法時程及作業繁複，由本署與受認可單位簽定行政契約予規範。(十)
以公函作成行政處分據以執行：包括「受理申請單位認可、繳納規費、委任委託及救
生員合格名單之公告、辦理救生員檢定業務之公開獎勵、委任委託或認可單位之評鑑、
審甄管理及題庫管理」等事項，由體育署行政處分為之，而毋須以法令規定。
二、2013 年《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草案預告與 2014 發布規範事項之分析
前揭本辦法之修正，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準用第 154 條關於法規明令之擬定程序及規
制事項，教育部於 2013 年 8 月 1 日公告《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草案預告，用以對
不特定大眾或相關人，得有機會表達意見，該草案預告公告於行政院公報，公告期限
屆至，雖無民眾表達意見，其後續提報教育部法規審議程序中，法規會仍有可能本於
行政法例用詞表達之一致性之考量，對草案內容逕予修改。為充分了解法規審議之變
動要旨，本研究先就此認有研析並予表 4-1《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草案預告與教育
部發布條文規範事項比較(依法制格式，於條文段落劃底線者為比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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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草案預告版與教育部發布條文規範事項比較
項

事

草 案 預 告 (102 年 8 月 1 發 布 (103 年 2 月 17 本研究分析意見

(條次)

項

日)(條文計 16 條，詳附錄三) 日)(條文計 17 條，詳附
錄四)

一

救

第三條

救生員之類別及 第三條

救生員之類 第三條及第四條關

(第三 生

執行業務範圍如下：

條

員

一、游泳池救生員，指依 下：

之

本辦法規定之游泳池救生 一、游泳池救生員：以 足以顯示，其晉階之

類

員檢定及格者；僅限擔任 在游泳池為限，擔任救 制度意旨。簡言之，

別

游泳池救生勤務工作。

及

二、開放性水域救生員，

執

指已具有游泳池救生員資 二、開放性水域救生 取得游泳池救生員

行

格者，依本辦法規定取得 員：在游泳池或開放性 資格。至於應備初階

業

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檢定及 水域，擔任救生員工 資格幾年年資始得

務

格者；得擔任游泳池及開 作。

進階申請檢定。因未

範

放性水域救生勤務工作。

明確訂之，本研究者

)

別及執行業務範圍如 於救生員之分類執
業範圍之予規範，均

生員工作。

救生員檢定者須先

圍
二

申

即申請開放性水域

認以體育專業知能
第四條

申請救生員之檢 第四條

申請救生員 進修之通例，鼓勵取

(第四 請

定，應為年滿十八歲之自 之檢定，應為年滿十八 證後備具一或二年

條)

然人。

檢

歲之自然人。申請開放 資歷後，始可晉級考

定

性 水 域 救 生 員 檢 定 證為原則。關此是否

資

者，並應具有游泳池救 較符合專業與進修

格

生員資格。

之旨，值得研議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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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

第五條

有下 列 犯罪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 1. 關 於 當 事 人 犯 罪

(第五 極

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 一，且經判刑確定，或罹 前 科 ( 消極 條件 ) 之

條)

資

定者，不得申請救生員 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 時間點不同及處理

格

資格之檢定；已取得救 違常，經直轄市、縣（市） 方式，業已分別規

條

生員資格者，撤銷之： 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 定，第六條第二款要

件

一、傷害罪。 但過失 醫師二人以上諮詢後，認 求檢附警察刑事紀

之

犯，不包括在內。

定不能執行業務者，不得 錄證明，篩選於先。

範

二、遺棄罪。

擔任救生員；已取得救生 第五條則用以撤銷

圍

三、妨害性自主罪章、 員資格者，撤銷之：

於後。

妨害風化罪章 及妨害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 2. 至 於 廢 止 之 立 法
自由罪章。

過失犯，不包括之。

政策上，也採一致性

四、違反毒品危害防治 二、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二 原則而需事後性剝
條例相關罪名。

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

奪救生員資格證

五、殺人罪。

三、犯妨害性自主罪章、 書，業於第十一條兼
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 採「廢止其資格」
，
由罪章之罪。

法制堪稱完備。

四、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3.關於課予申請人

四

應

第六條

之罪。

需事先備齊「警察刑

五、犯殺人罪。

事紀錄證明」，始可

申請救生員資格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 報名檢定，此項管制

(第六 備

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性立法，自 102 年起

條)

文

或體育署認可之申請單位（以下簡稱受認可單位） 在各類體育專業資

件

提出：

格檢定辦法，係教育

第六條

申請救生員資格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 部法規審議時通案

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 性之要求。
署）提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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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身分證。

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無違反前條規定之切 二、無違反前條規定之
結書及警察刑事紀錄證

切結書及警察刑事紀

明。

錄證明。
三、申請開放性水域救
生員之檢定者，並應檢
附游泳池救生員證書。

五

學

第八條救生員資格檢定， 第六條申請經審查合 水上救生之術科，各

(第八 科

學科測驗成績採百分法方 格者，得參加學科測 有五大單元，各單元

條)

術

式計算，七十分為合格。 驗；學科成績達七十分 之操作有先後條件

科

術科測驗以實際操作方式 以上者，得參加術科測 關聯序，實務趨嚴之

測

進行，依操作方法正確程 驗；術科成績達七十分 觀點，認前單元不合

驗

度與時間予以評定為合格 以上者，發給救生員證 格及應淘汰，無由予

及

或不合格。學科及術科檢 書。

格

定同時合格者，發給救生 前項學科、術科測驗之 科成績達七十分以

項

員證書。

目

前項學科、術科測驗之項 準，由體育署公告之。 略以：術科測驗、、、

方

目、方式及評分基準如附 第一項救生員證書格 依操作方法正確程

式

件一。

及

第一項救生員證書格式如

為「合格或不合格」

評

附件二。

之意旨，採二分法。

如發布辦法所採術

項目、方式及評分基 上之計算法。原草案

式，規定如附件。

度與時間予以評定

分
基
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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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證

第九條

救生員證書

第九條

救生員證書有效

前項複訓項目、方

(第九 照

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限 期間為三年，期限屆滿三個 式及評分基準，由

條)

效

屆滿三個月前，救生員 月前，經累計二十四小時以 體育署公告之。惟

期

應經累計二十四小時

上之複訓合格者，得申請證 2014 年第一次所

與

以上之複訓。

書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 為公告，採準用與

複

前項複訓合格者，始得 間為三年。前項複訓項目、 首 次 檢 定 之 科 目

訓

申請效期之展延，每次 方式及評分基準，由體育署 完 全 相 同 科 目 與

七

救

展延期間為三年。

公告之。

基準。

無

第十條救生員應遵守下列 本 文 認 明 定 工 作

(第十 生

事項：

倫理規範，有助救

條)

員

一、工作倫理規範：

生員證及職掌法

工

(一) 於執行救生員工作時 制化及明確化，實

作

段，應專職執行水域救護救 有必要。至於通報

倫

生工作，不得於同時間有執 義務主體者，是否

理

行其他工作情形。

規

(二) 隨時觀察游泳者身心

範

狀況及情緒反應，作妥適處
理。
(三) 定期參加相關安全講
習活動。
(四) 對游泳者不得有性騷
擾疑慮之行為。
二、游泳者發生重傷、失蹤
或死亡事故者，應立即為必
要之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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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適，有待分析。

《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草案預告版與教育部發布條文規範事項比較(續)
理，並於事故發生時起三
小時內通報事故發生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八

救

第十條

救生員有下列情

第十一條救生員有下列

關於罹患精神

(第十 生

形之一者，廢止救生員之資 情形之一者，廢止其資

疾病，不能勝任

一條)

員

格：

救生員工作之

資

一、取得救生員資格後，有 一、取得救生員資格後， 認定程序，業於

格

第五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有第五條規定情形之一。 第 五 條 有 所 酌

之

二、擔任救生員，怠忽職守 二、擔任救生員，怠忽職 定。

廢

致泳客失蹤或死亡，且經法 守致游泳者失蹤或死亡。

止

院判決確定者。

要

三、罹患精神疾病，不能勝 節重大。

件

任救生員工作。

格：

三、違反前條規定，且情

四、轉讓、出借或出租救

四、轉讓、出借或出租救生 生員證書予他人使用。
員證書予他人使用
九

註

第十一條

救生員罹患精

第十二條救生員資格經

得否復權之申

(第十 銷

神疾病，不能勝任救生員工 撤銷或廢止者，體育署應 請區分有二，屬

二條)

及

作者，體育署或受認可單位 通知其限期繳回救生員

複

應通知其限期繳回救生員

權

證書；屆期未繳回者，註銷 銷之。救生員經依前條第 需 3 年後；屬「罹

程

之。

二款至第四款規定廢止

序

前項救生員應自撤銷或廢

資格者，自廢止之日起三 違 常 之 情 事 」

「依前條第二

證書；屆期未繳回者，註 款至第四款」者

患疾病或身心

止之日起三年後，或罹患精 年後，或已無罹患精神疾 者，則需進行諮
神疾病經相關專科醫師認

病或身心狀況違

定得執行水域救生工

詢程序，則不以
3 年為限。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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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始得依本辦法

常之情事，經直轄市、縣

規定申請資格之檢

（市）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

定。

科醫師二人以上諮詢後，認
定得執行救生員工作者，得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
檢定。

十

申

第十二條

體育署得

第十三條體育署得將本辦

人民團體之發起與

(第十 請

將本辦法所定救生員

法所定救生員資格檢定及

籌備階段，主管機關

三條)

認

資格檢定及複訓工

複訓工作，委由相關專業團 ( 內 政 部 ) 慣例 均 分

可

作，委由受認可單位

體辦理。前項專業團體，指 別請目的事業主管

團

辦理。

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內政

體

前項認可，由申請單

部登記立案三年以上，以從 程所定任務內容表

應

位填具申請書，並檢

事救生員訓練或水域救護

示意見。案例上，自

備

附符合第二條第五款

救生為任務之一之團體。

2000 年起，救生團

條

規定之證明文件、資

前項專業團體申請認可辦

體之章程載明，以從

件

料及實施計畫，向體

理救生員資格檢定及複訓

事救生員訓練或水

育署提出。

工作，應填具申請書，檢具 域 救 護 救 生 為 任

前項實施計畫，應載

符合前項規定之證明文

明下列事項：

件、實施計畫，並繳納審查 證、複訓換證」等直

一、檢定與複訓實施

費新臺幣三千元，向體育署 接與救生員證書之

章則及程序。

申請認可。前項實施計畫， 公權力事項係屬體

二、工作人員名冊及

應載明

機關就該團體之章

務。至於「檢定、授

育主管機關職權，人

工作分配表。

民團體須依規定申

三、推廣水域救護救

請認可後，簽定行政

生業務實績。

契約，體育署委由辦

四、其他經體育署公

理。

告應載明之事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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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
一、檢定與複訓實施章
則及程序。
二、工作人員名冊及工
作分配表。
三、場地設施、設備及
器材。
四、推廣水域救護救生
業務實績。
五、其他經體育署公告
應載明之事項。
十一

認

第十四條

申請單位經審 第十五條相關專業團

1.原草案預告「每次

(第十 可

查合格，並經體育署核定 體經體育署審查合格

展延期間為三年」
，

五條)

期

者，發給認可證書。

限

前項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 證書。前項認可證書有 之展延年限。增修訂

及

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 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 以上限「最長」之意

展

必要者，應於屆滿六個月 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 旨，主管機關得就各

延

前，向體育署申請展延， 於屆滿六個月前，繳納 認可團體所辦理業

期

每次展延期間為三年。

限

體育署得至受認可單位辦 元，向體育署申請展

。

理受認可事項之查核工

延，每次展延期間最長 量之處遇機制，誠屬

作。

為三年。體育署得派員 良策。

並核定者，發給認 7 可 文義限於「齊頭式」

審查費新臺幣三千

務績效考評並搭配
賦予等差之行政裁

至受認可團體辦理認
可事項之查核，受認可
團體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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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受

第十五條

受認可單位有 第十六條受認可團體 1.原定「隨機抽測」

(第十 認

下列情形之一者，體育署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限 機制以激勵檢定品

六條)

可

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除 期 改 善 屆 期 未 改 善 質不斷提升，於辦法

單

廢止其認可外，並自廢止 者，除廢止其認可外， 位階中規定有其法

位

認可之日起四年內，停止 並自廢止認可之日起 制上意義執行方法

之

受理該單位申請認可或展 四年內，停止受理該團 可再研究。惟草案預

退

延：

場

一、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一、違反本法、本辦 酌執行可行性且移

及

二、違反約定事項，且情 法、水域、森林、國家 於年度行政契約中

禁

節重大。

制

三、各該年度所授證數中 費者保護等有關法令。 執行之，法制上，本

機

（所有有效證含複訓換證 二、違反約定事項，且 文認尚有疑義。

制

等）隨機抽測百分之十而 情節重大。

。

其不合格率達百分之二十 三、未依第七條第二項
者。

體申請認可：

告後，行政機關再慎

公園、風景特定區、消 與受認可團體議定

規定為應檢人投保或

四、未依第七條第二項規 超收費用。
定為應檢人投保或超收費 四、未依第十三條第四
用。

項所定之實施計畫執

五、未依第十二條所定之 行。
實施計畫執行。

五、違反前條第三項規
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查核。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上述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納管事項之條文總計 29 條，經教育部審議精簡為 17 條，授權
法規(子法)由教育部發布實施後，實務上尚存有諸多具外部關係之重大事項之規範，舉
例：如關於「檢定科目」
「審甄條件」
「隨機抽測」謂以授權法規中予訂定，留待體育署
以一般處分之公告，是否符法旨，法制上與其他職類資格檢定試務規劃之比較觀察，關
鍵在對所謂「具外部關係之重要事項」或「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之判斷與詮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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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上開「隨機抽測」等事項，其執行結果，足以增加持證者義務負擔兼致認可團體
應履約配合事項，則應係具外部關係之重要事項，至少應於法規中明確性提到規範目的
與基本內容（義務）為妥，若否，單僅於具相對性地位之行政契約要求簽約對造（行政
助手）辦理，則所影響之第三人無從事先得知，恐有違可預測性之法旨。
再就此次教育部修正後第八條第二項所定「前項學科、術科測驗之項目、方式及評
分基準」再授權由體育署公告之。惟，一般考試之法制上考量，應考科目應建立於可預
測性之明確要求，原則上均於法律授權以上之法規位階予明定考試科目，力求穩定性或
新制科目於下屆(次年)適用，以免當屆應考者投入考試之準備階段，因主管機關可能有
新公告科目被突襲而產生不必要試務爭議與衝擊。
以上，關涉那些事項屬所謂「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由體育署以公告，或具「外部
關係之重大事項」須由法規定之，須合於行政程序法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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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制度內涵之檢討

如前所述救生員證之制度內容，原則含有：法源與主管機關、應檢資格、證照分級與法
效、證照管理、檢定科目及軟硬體配套措施等重要事項，以下謹「檢定者應備文件、
救生員證國際接軌、部分檢定科目成績男女有別、檢定器材規格標準化、檢定場地規
格化、實習入法之必要性、複訓科目方式評分基準」等七項議題，業引致救生界、學
術上及公部門等廣泛討論，確實存有不同意見，分述之：
一、關於申請救生員檢定者須檢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俗稱良民證)一節：
(一)受訪者 B1 提出所屬救生團體大部分審甄意見，鑑於救生員服勤之大部分游泳池屬公

眾場所且安裝有錄影帶，犯罪前科者考取資格證書擔任救生員職務，無論是空間
或人員互動間與機會，應無再犯之慮。如仍有排除之必要，也應係雇主依法篩選
條件聘僱與否之考量。
另受訪者 B2 也認「教育部最新管理辦法可顯出非了解水上安全事務加添之繁雜條令，

想良民證就與水上安全有何關聯，各行各業均攸關消費者安全，試想廚師可在餐
飲中下毒、美容從業人員更是容易傷害客人，為何要以人性本惡的認知去執行」。
(二) 民眾向蘋果日報反映(103.06.01)，該報導報導採訪一名資深刑警認為，曾觸犯
殺人罪、妨害性自主、遺棄等罪嫌者，被剝奪當救生員資格說得過去，「但有些
傷害罪、尤其是普通傷害罪，都是因當事人太愛管閒事而惹禍上身，這不正是救
生員必備條件嗎？若觸犯傷害罪不能當救生員，那有竊盜前科更不行，因為會偷
客人財物。」台中市議員邱素貞指出，救生員是救人性命的特殊工作，在個人品
行上要求嚴格無可厚非，但普通傷害罪、義憤傷害罪、過失傷害罪均屬告訴乃論，
實在不是重罪，這樣就不能考救生員，會不會太嚴格了些？」

(三) 受訪者 A1 代表行政機關管理立場指出，救生員執行業務時需與民眾密切接觸，才
會修定辦法時，與法務部等相關單位一起討論，訂定不可擔任救生員的消極資格。
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規定，觸犯普通傷害罪的當事人被裁定的刑期
若可易科罰金，只要完成繳納、5 年內未再犯罪，即不會留下刑事紀錄，還是可
報考救生員檢定。
從上述訪談及報導內容，可以發覺特定專業證照，建立法制後，具有一定排除他人就業
之法效力，關於應考資格區分消極資格與積極資格條件，於法規中明確定之，俾完備法
制化後，利於依法行政。然將犯罪前科列為消極資格，勢必衝擊憲法有關人民工作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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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思考及政府所揭更生政策，宜儘量限縮至必要而直接關聯之罪質，始符法意。現行
條文規定範圍中關於犯傷害罪章之但書部分，引起正反意見不同立場，如深入了解《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 6 條就輕罪類型不予記載範疇有：「一、合於少年事件處
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二、受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三、受拘役、罰
金之宣告者。四、受免刑之判決者。五、經免除其刑之執行者。六、法律已廢除其刑罰
者。七、經易科罰金或依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五年內
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顯見該條例立法目的，業已兼顧少年保護刑事政策
及更生保護精神，顯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並非將所有大小犯罪資料記錄提供證明。
就法論法，申請人依《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應提出「無違反前條規
定之切結書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進而析之，屬第五條之罪質範圍規定不得擔任救生
員之意旨採永久排除制，但大部分首犯「遺棄罪」者，僅受緩刑之宣告為多，在前述良
民證核發條件下，仍屬不予記載範圍，則曾犯遺棄罪者，仍有可能申請應檢而取得證書
擔任救生員工作。
現階段於資格檢定與證照管理推動之際，因管制從嚴，為排除一人(少數)而嚴重影響眾
人(多數)需附文件證明良民，指謫稱之「以少害多」也不為過，按此程序成本全歸由申
請人單方承擔，固屬依法有據，但恐易遭反彈。本文認有必要進一步分析簡政便民之具
體做法，建議於檢定報名簡章中敘明當事人得連同報名時同意兼採委託授權機制，讓受
理團體採批次集中函請警證機關審辦，減少民眾個別申辦所受勞費。關此，認可團體自
得參採警政機關所公布之申請書兼委託書表(詳附錄 )。
另受訪者 B1 謂「如有排除之必要，也應係雇主依法篩選條件聘僱與否之考量」
；關此問
題直接對有關當事人持證者與其工作權益之衝擊，勢必不斷在不同場合經常提出，法制
上曾有討論之必要。按：將犯罪前科列申請檢定之消極資格，等同於影響更生人工作權
機會與權利之限制，問題係納管(予排除)之範圍妥適與時間合宜點，目前法制上如已行
業管理法律者，由立法者審議定奪之，始符憲法第 23 條以法律限制之憲旨。然就法位
階而言，國民體育法所為授權法規稱「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僅就資格能力之檢定，但
實務上又基於公共政策所需，仍須將「依法篩選條件」准入行業之聘僱管理事項，於此
為預先強制性規範(不具應檢資格)。足以彰顯，目前救生員行業尚缺行業管理法律之窘
境，法制上之發展，宜及早研議考慮於國民體育法中整體性之授權法源建置如「游泳池
員資格管理辦法」，或研訂水域遊憩管理師及救生人員之職業管理法，後者因尚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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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如交通部觀光局等)，尚須耗時研商研議之。
二、救生員國際接軌問題，有待酌研入法
水域救生員具高度國際化運動之正式比賽項目，又兼具體育專業證照，其資格能力
之檢定及授證管理，我國民眾持有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及中華台北水上救生協會等單位
名義所核發救生員證，於國外受聘擔任救生員工作係被容許的。近年來也有水域遊憩業
者，聘僱外籍人士擔任救生員或救生教練之案例，政策及法制上，法定主管機機關宜早
為研議因應。

受訪者 A1 認為，於第 4 條僅規定滿 18 歲自然人得申請檢定(不限我國國籍)。加以第 6
條明確增訂申請檢定需附相關證明文件有二，一為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
文件。二為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採本國籍主義。
外籍人士來台定居者漸多，實務上，曾有受認可團體招募訓練學員中有老外或其子女之
案例，依現行條文規定，其得參訓取得訓練單位名義之結訓證書，但無法取得以體育
署名義之救生員證，此法規鬆綁是否可行，有待研議。
以下係受訪者 A2 舉考選部法例供參(略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0 條第 1 項

規定：
「外國人申請在中華民國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業務者，應依本法考試及格，
領有執業證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即說明外國
人得應專技人員考試種類，係配合職業管理法律及服務貿易總協定開放承諾規範，且
其種類業明訂於該法施行細則第 5 項規定：「外國與我國締結專門職業執業資格相互
認許之條約或協定者，其國民領有該國執業證書，且相當我國同等級同類科之執業證
書，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者，得以筆試、口試、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
其他報請考試院同意之方式或與締約國相互對等方式行之。」，此即是因應國際接軌
趨勢而為之法制途徑。
本文認為對持有外國救生員證照，其證照性質及等級水準，應否經我國主管機關審核相
當者，可援引國際法「平等互惠原則」之承認換證或抵免部分科目，觀之其他法例均有
原則性入法，完成法制化，自可備用。關此，目前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尚未明訂其機制。
三、檢定科目宜區分男女差異與分析

受放者 B1 談到，現行規定仰漂及踩水各 3 分鐘，惟關於仰漂，涉很多人體質特性
所限，確實不易達成檢定目的，其是否得繼續列為基本能力術科範圍，值得再研議。
受放者 B1、C 咸認，救泳池救生員術科方面之基本能力中有關救生四式各游 50 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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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時間，均為 5 分 30 秒，未予男女區別規定；但於救援能力段關於帶假人游泳 25
米之完成時間(男 1 分 20 秒、女 1 分 40 秒)却有分別規範。相對較之，前後不一。
首應釐清救生員證之效用，係用以供救生服勤特殊工作之能力證明，涉人命關天，如檢
定不實、浮濫發證反而害之，甚有可能致溺救雙命罹於危難之慮。所以，關乎救生能力
檢定合格與否，有別於全民普及均備之觀點與思維，倘有部分個人因故體質等由，無法
達成檢定，不宜因之輕易而調整檢定門檻，也應無須特殊個案調整之需。因此，對基本
能力術科範圍應否含「仰漂」本文認為，立法技術上勘值研究析研，救者需足夠體能與
技能於水中接近溺者前，達到安全接近溺者救援任務之方法「仰漂、踩水」兩者有替代
互補性，若「仰漂」能力與目的可由「踩水」取代，則本題關於仰漂及踩水「各 3 分鐘」，
可酌予改採具有功能性之調整，改以：仰漂及踩水「合計 6 分鐘，但踩水須達 3 分鐘以
上」
。另，基本救生四式之完成時間 5 分 30 秒採男女單一合格標準之規定，酌予區分之
議，例如女生之標準採 5 分 50 秒，俾以符合實質公平原則，應屬可行。
四、檢定器材標準化之建議與分析

關於假人，受放者 B1 則認法規未明確採世界救生組織單一規格(即 1 米高之半身假人，
填水後重 37 公斤)，致部分團體各行其是。
是否半身或模擬全身之假人，本文建議以檢定本質之目的論及執行最少衝擊方法來探討，
因救生員之運動服務業已高度國際接軌化，原則上同意採採用世界救生組織規格為起碼
基準(即 1 米高之半身假人，填水後重 37 公斤)為原則；但毋須以之為單一規制，其他
團體能充分說明所採方案之施救效果較優，宜同意渠多元備查實施，例如紅十字會所採
買全身假人之規格與填水後總重量，實施之效果如何，程序提報審查小組辯正屬實，自
得專案允採，以免該會已採設備閒置。問題是審查小組是否足夠專業審查紅十字會之說
法，關此牽涉專業器材及國際發展趨勢之知能，也不宜偏聽，本文建議採公聽會模式，
邀請其他救生團體代表出席。
五、落實檢定場地規格化公平原則與分析

受訪者 B2 回憶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全池均需達 1.8 公尺以上，造成合格場地不易
尋找，而以潭湖水池部分水深達 1.8 公尺代之。建議救援者應具備可潛深 1.8 公尺以
上，始可撈起沉於水中物體，故水池部分水深達 1.8 公尺即可，並得加一潛深項目，
即達其效。
本文認為水域救生能力之檢定所需術科場地，設實境培訓及演練，至為重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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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團體所提實施計畫送審時已書面保證其有配合泳池場地經審定通過時才予認證團體。
嗣再以合格場地不易尋為藉詞者，變相以便宜場地施測所獲品質堪慮，事關證照後效影
響人命之保障，實不宜輕易放鬆，如部分團體存有便宜心態，對之宜依行政程序法九十
三條行政處分附款方式，限縮認可團體檢定場次或授權檢定量。
技術職類之能力檢定所重場地設備器材之條件，得參考長期以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審定科技大學、基金會(財團法人)及企業訓練組織等認可為職訓機構多元化及就地檢
定考照之構想。以救生員水中能力之檢定，本文認初期克服游泳池救生檢定場地水深不
足之問題，政策上，宜考量開放具合格泳池場地條件之機構或學校列得委託者之一。現
行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只採單軌限依人團法立案滿三年之救生團
體，已變相僅採制度性保障予立案救生團體之後果，致該等救生團體缺少競爭力與執行
力。如開放具深水泳池之體育校院得申請獲允辦理檢定事務，涉機關權限委託之法制，
應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規定，於法規中訂明及公告。
六、實習入法之必要性

受放者 A1 談到第一階段法制化變革過程中，有關實習之必要性及是否宜於法規明定，
數救生團體意見就已不一。受放者 C 就其二年來觀察，一部分協會配合地方政府消防單
位納編救援志願團隊之需，於夏季河川溪流等防溺措施，將所屬受訓救生學員排班實習，
則其發證程序要求受訓結訓需實習。但部分協會則未明確要求實習。建議於將來研議納
入統一規定。
本文認為救生員工作職能養成是否尚須實習之課題，將來必然趨勢，應係所有技能
類專業證照檢定程序中必要一環，無庸置疑；惟實習制度之納入，延伸權利義務事項，
影響發證團體既得利益及關係利害人(救生員義務範圍)需妥慎處理，尚未共識之前，尚
須時日觀察，蒐集更多案例及相關意見，供日後政策與法制面研修。在此之前，就游泳
池救生員及開放水域救生員實習所需環境場地差異，本文提出數則意見：
(一)實習計畫之報核程序，由認可團體函送主管機關(泳池救生員送體育署；開放水域
救生員部分，分送體育署及地方消防機關)
(二)實習及輔導：由認可團體受理後依核備之計畫予分派，確定輔導與考核人員。
(三)實習天數與場地：
(四)保險及實習待遇與津貼(交通)：
(五)實習階段工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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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之問題研析

授訪者 B2 認為「經由複訓換證者，由於無最低標準規定，多數經由此管道去得證件者，
其學識、技術上無法達到基本需求的標準，再受認可之團體雖有淘汰制度，但仍受到人
情、上級壓力的影響，繼續存在，是有影響到主管單位的聲譽。」
關於複訓合格之標準化問題，過去授予認可團體彈性空間很大，衍生團體間詆譭猜忌，
此仍開放競爭之常態現象。嗣教育部依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 8、9 條之授權於 103 年 3
月 19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30008172A 號公告(略以)：複訓科目之評分基準「比照」
游泳池、開放水域之救生員檢定科目表。顯係將複訓者與「首次應檢定」之科目之項目、
方式及評分基準，採「比照」等同程序範圍與評分標準。然關於救生員證照 3 年期滿申請
展延(換證)之前提要件「需完成累計 24 小時課程(科目)複訓合格」，茲公告採完全相同之
模式，固屬依法所為，然其所採完全比照之方式是否為最適當之選項，尚有探討之空間。

惟受訪者 B1 則再呼籲「複訓之用意在於讓持證者繼續吸收新知，過去僅授由各認
可團體提報複訓實施計畫備查實施，惟因法規未明定複訓應含範圍及複訓測驗及格標準
之依據，各團體實施複訓寬嚴不一，衍生部分救生員跨團體流動現象，致採行嚴格複訓
之團體救生員流失。依教育部所完成修正該辦法關於複訓展延時數之要求，與新考檢定
科目一樣要求，救生員如認須耗費 24 小複訓課程，頃向不採複訓方式而採直接報名參
加檢定考試，實際是否落實執行，尚待觀察。具體建議此部分宜回歸複訓之本意，召集
相關會議研商。」
以上所採規範強度之先後變革，存有過與不及或政策擺盪現象，在於研議變革是否評
估比較，對新檢者與複訓者之合格要求一致性規範，程序上將足以趨之重新應檢爾。民間
呼籲回歸複訓之本意，召集相關會議研商。本文認透過救生團體引進或介紹國內外救生新
知並溫故知新，係對國內救生員複訓(在職回流教育)之目的，以法定科目為基礎予溫故知
新，建議予團體最高百分二十之彈性時數自提複訓科目展現其自律與創新動能。另個團體
關於複訓時數 24 小時之收費，待研議是否予上限或定額之規範，俾減少跨團體流動與趨
避現象。
綜上，相關問題所涉制度內容探討可知，對於法制化前(於 2010 年以前) 已立案救生
團體原有活動與業務之自由空間，業調整或變動渠等往昔民間標章之作業模式及流程模式，
係法制化實施過程之陣痛。救生員證制度歷經前揭《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繼修正為《救
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發布實施檢定制度實施，大體上均朝向法制化且要求公益極大化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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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展。

第四節小結
我國救生員證制度所涉法規明令之制定頒布，如主管機關依國民體育法授權於 2003
年間完成法制化納入有序管理，經主管機關篩選審定之優質團體承受檢定授證權限，
而導正當時眾多團體浮濫發證之亂象。
體委會於 2010 年 2 月 22 日發布法規正式實施，同時受理總計 12 個團體申請，同
年 5 月上旬審定第一批 5 個認可團體，該等團體於第 1 年順利檢定合格救生員(游泳
池救生員 1174 位救生員)，此為我國救生員證照制度邁向政策領航民間依法執行制度
化之始，雖僅具資格能力檢定性質，受訪者對於救生員檢定授證之納管實施，大多肯
定建立制度化標準化完成法制整備之功，也回應監察院及保護消費者需求。
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法規研商階段雖儘量周延，就不同意見異中求同，但考量證照
所代表水域救生時於生命不可回復性，法規發布後於認可團體實際檢定及授證業務實
務運作過程中，所發現甚多爭議之處，眾救生團體間對專業技能檢定方法專業認知差
異，透過救生實務界、水域活動業者及專家學者回饋寶貴建議供主管機關深入了解，
堅持以提升證照品質促進水域安全減少溺水照護生命為念。因此如何結合救生團體實
務與檢定授證法制化之發展，於法制面部分條文規範不周、不清楚而產生認定及執行
上，尚有改善空間；除體育主管機關就游泳及水域救生等相關法制有待發展及補強之
處外，其他部會業務及場域對人民活動所涉行業管理或輔導之行政作用法，是否採預
防管理降低風險與救生員證效用之落實，尚有很大待改善之處，單以體育主管機關所
轄游泳池管理規範及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恐無法畢竟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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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救生員專業證照法制定位

探討國內救生員證之定位，區分在時間縱向由民間標章到官方證書不同階段之發
展，在橫面觀察其證照用途場域不同及所涉法規而有不同定位，與有效證照之有無，
衍生權利義務責任輕重有別。
以國民體育法及其施行細則第五條與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等為範疇觀察之，救生
員證之檢定，其僅係資格能力檢定性質之證明文件，此觀之考選部於 1999 年 4 月 9
日八八選規字第○三二九五號函旨，認本條所定體育專業人員之檢定應屬「技能檢定」
之性質。但該資格證書之實質效用，不乏存於有其他部會所轄水域相關活動與行業管
理，本於主管機關頒定行政作用法，與救生員資格證書具高度關聯與管制規定。當溺
水事故衍生民刑事責任之歸屬，對業者或受雇專責服勤之救生員，是否有無證照或證
照法效之定位不同，其責任輕重有別。本文引用林子儀、葉俊榮（2008）於大法官釋
字 655 號解釋提出協同意見之意旨。本章就各階段救生員證之形式與證照效益行業法
規，並以「登記制、公證制、執照制」三種分類分述之。
表 5-1
救生員證定位分類
類

概念

用途場域與法規分析

別
第

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必須向 志工服務登記證：依災害防救團體或災

一

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取得證照，始 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辦法第二條申請

類

得執業。登記的目的是為了掌握從 登錄協助救災之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

(

業人員之資料，便於日後追蹤管 防救志願組織資格之一：「成員依直轄

登

理。

市、縣（市）政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記

機關所定課程及時數，取得專業訓練合

制)

格證明者。」

第

政府要求欲從事某種職業者，必須 一、游泳池管理規範第八點：業者應以

二

通過較嚴格之資格檢測，給予合格 各該水池總面積而有依據「救生員授證

類

者一定之名稱。經由檢測，對從業 管理辦法」規定授證之救生員親自在場

(公

人員之專業能力賦予認證效力，以 執行業務，其救生員配置方式分別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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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證定位分類(續)
證

表 示 該類人員業已通過 下：

制)

較為嚴格的資格考覈；但 (一) 未達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者：最少配置一名。
因 尚 未以法律明定排除 (二) 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七百五十平
無 證 之之人從事該類業 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二名。
務，有證供擇聘篩選或受 (三) 七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一千二百五十
雇機會優勢。

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三名。
(四) 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至少配置四
名。
二、目前尚無法源授權，上開規範未具直接強制力，
地方主管機關僅予行政查核，間接依消保法揭露消
費警訊等督導作為或限期要求改善。
三、行政院消保處建議提升為游泳池管理辦法，直
接於國民體育法修正草案中安置授權法源依據。

第

政 府 依法或立法要求進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管理處依發展觀光條例

三

入職業門檻(條件)需嚴格 第 60 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9 條及第 28 條

類

檢 測 合格取得執照始得 第 2 款公告「從事泛舟活動應注意之事項」(略以)：

( 執 執業；未取得執照者即不 四、業者應配置合格救生員及救生艇標準如下：
照

得執行該項業務(工作)， (一) 每批次救生艇數以每 3 艘泛舟艇配備 1 艘為

制)

否 則 依法負違規罰鍰責
任。

準，泛舟艇未滿 3 艘以 3 艘計。
(二) 每艘救生艇應同時配置乙名合格救生員，除隨
行擔任安全救助工作外，不得有飆船及搭乘遊
客營業行為。
十、業者違反本公告事項第 4 點規定，依發展觀光
條例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台幣 1 萬 5,000 元
以上 7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從場域與法規之分析，得知證照之價值在於有無實際效用，如無市場效用或法規
效用之證照，則只當於紀念，自我肯認之資格證明罷。水域救生運動歸屬體育行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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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後，該能力檢定與後續可供各水域職場工作所需專業能力證明，如上表列所述，
水域遊憩相關行業主管機關及法規不斷公布與適用，可成就救生人員職業證照制度。
以下關於救生員證在就時間縱向之階段性不同定位，分別討論。

第一節

救生團體民間標章時期

體委會制頒《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完成國民體育法所授權關於救生員資格檢定及
進修制度之法制時間點為分水嶺，此之前，既存之救生組織(法人、團體)所核發之水
上救生員證，僅以組織章程訂有發證任務報經內政部核備其章程，因實質檢定授證業
務並非公權力監督下，由民間自發規劃辦理之型態，但尚難僅藉章程之核備宣示取得
法定授權，其證照應僅屬民間標章。
上述標章之效用上，有下列二場域運用：初以直接提供志願或義工隊伍運用有專
業訓練合格志工登記證明，常見公部門警政消防機關於夏季溪流湖潭海邊民眾戲水區
域之服勤志工。再以間接為社會各界接納供聘僱篩選人力資源用途之證照證明，常見
於營業用游泳池業者所聘有薪給酬勞之救生員，由地方主管機關對游泳池查核備查。
此階段，如仿冒製發不實救生員證之行為，構成造假偽造私文書罪，被侵害直接法益
者係該私文書之真實與信用地位，具該私文書之法益保護請求權基礎之人，無他，僅
該民間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也。
基上，救生團體民間標章形式雖僅由救生團體名義發證，然其實質場域性之運用
業提供政府機關部分公權力勤務所需，論其定位，應屬公證制之一種。
文獻上觀察，早期國內救生團體依其立案法源有二，依其立案或創辦救生業務之時
序；
一則，依《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立案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該會並於 1961 年起
陸續制定各項急救、水上安全救生等相關訓練辦法，開展急救員、水上安全救生員、家
庭衛生保健員等訓練活動，維護並促進國人生命健康與安全。該法第一條所揭示該組織
依照政府簽訂之國際紅十字公約，並基於國際紅十字會議所決議各項原則之精神，以發
展博愛服務事業為宗旨。第四條所稱該會輔佐政府辦理下列事項：「關於戰時傷兵之救
護及戰俘、平民之救濟。關於國內外災變之救護與賑濟。關於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及減
免災難之服務。合於第一條規定之其他事項。」其中關於國內外災變之救護事項，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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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條文與水上安全救生業務較具關聯性之處。依法第二條規定其屬「法人」，揆當
時該會之章程及業務之形式與內容，均尚未以體育主管機關為目的事業主管輔導之範疇。
雖有別於人民團體法之體育類人民團體，嗣體委會為制頒《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召開
研商會議時，仍借重其推動水上救生經驗，因此於辦法第十條申請辦理檢定授證業務之
民間單位列為具有申請資格者之一，原採雙軌制(另一軌來源團體為《人民團體法》立
案者，此關於申請資格嗣教育部修正為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條文規定，
簡化成單軌制為人民團體法立案者)。該會於 2010 年 5 月 7 日經審定通過獲政府認可辦
理救生員資格檢定授證之權限業務。
二則，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各社會團體(體育類)自 1960 年起籌設立案之救生
團體(詳如表 5-2)以，迄 2011 年止，有「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
會、中華民國海上救生協會、中華民國海浪救生總會、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臺灣慧
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伍人員協會、中華民國急流泛舟救生
協會」(內政部，2011)。
表 5-2
全國性已立案救生團體資料表
編號
一
二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1967 年內政部臺內社第 564837 號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1970 年 11 月 29 日內政部臺內社第 772385 號

（中華台北水上救生協會）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三
四

立案時間及核准籌設字號

團體名稱

1991 年 1 月 6 日臺內社字 896333 號

（中華台北水中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海上救生協會

1992 年 2 月 16 日臺內社字第 0970130361 號

中華民國海浪救生總會

1993 年 3 月 27 日內政部臺內社第 772385 號

五

六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2000 年 1 月 16 日內政部 89 年臺內社字第 8228224
號

七

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

2004 年 12 月 25 日臺內社字第 0950198640 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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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已立案救生團體資料表(續)
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
八
伍人員協會

2004 年 12 月 25 日臺內社字第 0940068418 號

九

中華民國急流泛舟救生協會

2006 年 6 月 24 日臺內社字第 0960037255 號

十

中華民國救生員教育服務推

2011 年 10 月 31 日臺內社字第 1000236721 號

廣協會
十一

台灣義勇救生協會

102 年 2 月 24 日臺內社字第 1020157850 號

註：資料來源：內政部（2011）
。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社會司人民團體網站。

上述團體也僅係於內政部立案之全國性救生團體，另於各地方政府社會局與消防局
之民力救援組織，由消防署於防汛期之前予整編投入相關服勤志工團隊。

受訪者 B2 指出，早期國內僅有中華民國水上救生總會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二大救
生員訓練體系，、、，該二團體所訓練合格之救生員大多合乎救生員標準，惟因相同
性質民間團體無限制籌設及法令沒有明文規定何種證照為合法證照，乃至當時國內救
生團體到處成立及核發證照；、、，造成相互惡性競爭，加上並無公權力的監督，少
數民間團體發證浮濫無品質可言，甚多不符救生員資格的都能取得證件擔任救生員，
對泳客安全之維護效率越來越低。
實務上也確實存在前述受訪者之觀察，因人民團體立案之主管機關(內政部)，只負
責團體成立級組織性會務行政工作之輔導，至於依法通過立案之人民團體(目的事業)行
為，如章程所著墨之活動舉辦或推動能力檢定發證事項，則歸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
審查表示意見（黃錦堂，2007）
。此階段，因人民團體法尊重人民結社自由權之情況，眾
多團體甚至以該民間標章性質核發救生員證之收費為重要財務收入之一。
因欠缺相關機關依法予統合，渠證照產出之前檢定程序與實質內涵規範各行其是，
品質難求統一。舉其顯著現象有：訓練課程與時數及費用不一、及格之認定寬嚴有別易
遭致浮濫放水之嫌、證照效期及回訓時數與換證之要求不同；以致各團體互相攻擊詆謗
事端紛起，形同補習班良莠參差且惡性競爭，整體品質愈趨劣幣驅良幣，救生員證在社
會各界之觀感形象漸趨低劣，民眾強烈關心其消費權益是否有保障，關係人命之救生員
證品質是否讓民間自由發展之議題，泳池業者所聘救生員之適格性及服勤過失致泳客傷
亡事故等情事，在媒體不斷反映披露呼籲，行政機關之公權力應如何介入導正亂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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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體育主管機關須揚棄過去所採「去任務化」單純之思維。
其後，自 2009 年下半年度起，如有新增籌備體育團體之章程由內政部送請體育目
的主管機關偕同審查時，就章程所擬定之任務範疇，均只同意列「救生推廣訓練或培訓
志工救生服務」等，不再予同意將「救生員資格檢定授證業務」列為渠章程任務文字。
於源頭管控下，業已有效減少民間團體發證權之團體數。

第二節 由公部門名義發證時期
體委會於 2010 年制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之規範架構，概已將上述現象逐一規制，
加以運用行政程序法推出法制上及管理措施，採認證之政策工具，多元擇優認可團體，
邀請專家學者成立審定會負責成立逐案嚴謹篩選得認可之申請單位，聘請訪視委員實際
督導必要時予實施隨機抽測，配套措施完整建構下，已見實施成效。
救生員資格檢定產出「救生員證」，初以監察院 2009 年完成調查報告指摘民間團體
救生員證民間標章，品牌太多致民眾(游泳消費者)批評無法認定何種有效保障安全與改正
意見，行政機關逐點回應於法制規範結構內容為要。進一步，觀之此階段之救生員證書(詳
附錄一之附件四)之形式記載事項及發證程序雖屬救生團體自行運作管理，但本質上因係
依法由官方授權認可團體所核發證照，具公權力委託，有別於其他未獲認可之救生團體
推廣救生訓練核給結訓證書之民間標章。
教育部於 2014 年修正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期落實證照管理提升救生品質，確保民
眾水域活動安全之創新政策予入法：
一、明訂救生員服勤之工作倫理，有利建專業證照者責任義務關係明確化。
二、對各團體績效良窳建立評鑑機制，依法授權認可之期限採差異化最高 3 年，優良者
2 至 3 年，差者 1 年，劣者可採令退場。
三、檢定費證書費等定位為規費法之規費性質，須繳公庫。體育署依團體績效補助開辦
費用。於法規條文及證照外觀，官方將核證權限主體化，於行政助手(認可團體)檢
定及格與否之判定，其准駁之效力就直接歸屬由體育署所為，簡言之，檢定及格與
否係行政程序法及訴願法所謂行政處分地位，法理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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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定位之檢討

本節首先僅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部分納管事項暨嗣「救
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為主，就與職業證照定位於法制化較具關聯事項予檢視，發現議題
與討論試擬對策，從下列範疇探討：
一、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十條規定通報義務主體之探討
「救生員遵守事項」含救生員服勤與工作倫理規範，觀之於草案預告版本之條文，尚無
此條第一款「工作倫理規範」及第二款「通報義務」
。嗣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審議增列，
所有救生團體及實務界事先無從參與討論，嗣 2014 年 2 月 17 日發布條文後，此規定
通報義務，從游泳池救生員係受雇於游泳池業者之角度，看待事故之通報義務，本文
認應由泳池業者或經營管理者為主體較妥。理由有二：
(一)救生員擔任事故通報責任主體，由泳池業者或經營管理者恐有義務衝突之慮，當同
一時段泳池有數位救生員時，通報責任應業者(管理者)為之或指定專人為之。
(二) 游泳池管理規範業者應先行訂定自主管理計畫陳報地方政府核備。實務上應事先規
劃標準作業流程，將當地醫療救援及通報系統專線電話表張貼並操作演練。事
先預防勝於事後補救。
二、認可期限與檢定授證量管控之法制思維
鑒於新辦法第十五條，對各團體績效良窳建立評鑑機制，依法授權認可之期限最
高三年為限，顯已採差異化機制(優者良者三年，中等二年、差者一年、劣者可採不予
展延或依法提早令退場)，於行政上對救生團體之輔導策略，漸採趨於彈性思維，前述
所採用認可期限差異年限調控，應可避免優劣齊頭式平等之窘。此種機制於 2014 年開
始實施，所為核定展延年限有別，如附表 5-3 全國性立案救生團體認可及展延年限資
料表。
表 5-3
全國性立案救生團體認可及展延年限資料表
團體名稱

首次申請核定認可(年限)

2014 年核定(展延)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2010.5.7 認可(4 年)

展延 2 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2010.5.7 認可(4 年)

展延 2 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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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立案救生團體認可及展延年限資料表(續)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2010.5.7 認可(4 年)

展延 1 年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2010.5.7 認可(4 年)

展延 1 年

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伍人員協會

2010.5.7 認可(4 年)

展延 1 年

中華民國海浪救生總會

2011. 5 認可(4 年尚未屆)

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

2012. 6 認可(4 年尚未屆)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2014.5)

除上述以認可期限依前述差異年限調控機制外，本文認為行政上審定，對末段班之團
體要求改善而未竟者，固可對該團體展延一年，如不以為意而消極未具體改善時，法制策略
上，主管機關可運用行政程序法九十三條為依據，對之行使所謂「附款」行政處分，核裁展
延期內得限制檢定授證量上限。此無待於下次修法前。提醒主管機關所為附款行政處分時，
應注意該法第九十四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
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實務上，宜於年度實施訪視時，對各該團體規劃辦理檢定相關工作
是否存有重大瑕疵或違規情事，妥為蒐集依法定程序存證，預備供附款行政處分之具體裁量
依據。
三、專業證照分級制度之法制思維

受訪者 B1 表示，現行辦法所採游泳池救生員、開放水域救生員二級，救生界普遍均
認上有不足游泳池業界基於泳池安全整體管理發展，或水域救援上所需，尤其救援方
法與設備器材不斷研發有利安全救援，著重事前管理預防為先，增加救溺均安效度。
又受訪者 C 認為，以水域遊憩業場地戲水遊客意外頻傳為例，建議遊憩場開張前、服
務中等各階段提高安檢及簽證，則此服務專責人員制度有其必要，提出更積極之有效
預防於先以水安管理所需專業簽證。
按法規定應複訓之制度本質，係用以以因應所謂救生技能新知及器材救援方法之不斷引
進，本文分析認以，可藉由證照效期內複訓(在職進修)測驗合格之納管，如主管機關督導執
行單位(認可團體等)依規定予落實，應足以完備之。至於現行「游泳池救生員」「開放水域
救生員」之檢定內容及授證時程上，已有「初級及晉級」概念，依靜水及動水之遊憩場域予
技能分工及基本科目列入檢定科目。
長遠發展來看，攸關於游泳業及水域遊憩場域之管理，如著重事前管理預防，可搭配
專業簽證與公私協力之觀點，將來立法政策上，遊憩水域安全整體管理思維，宜增列最高級
76

納入國家考試位階之專技人員，名稱可研議例如水域遊憩(管理)師，其報考資格與來源，除
大專體育及水域相關科系實務經歷外，另未具學歷條件之在職資深救生員得以列具報考範圍。
晉級為水域遊憩(管理)師業務發展，除規劃督導救生業務外，賦予法定職掌如：對公私立水
域遊憩區申請設立案之水安簽證權。水域遊憩區營運前，業者或管理者須聘有合格專責人員
報備。地方政府於夏季來臨前，委託對各地游泳池或開放水域安管檢核之公權力查核事項」。
類此屬行政查核事務，兼顧查核實質目的，可補充地方政府常態行政人力所不足之處，對水
域運動與救生安全之學術研究與實務發展，促進相關科系畢業學生之就業出路，有建立制度
必要。
四、證照效用及行業管理之法制思維

受訪者 A1 描述教育部體育署感於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雖僅係國民體育法授權資格檢定
及進修事項，且儘量依據其立法意旨，僅就與「進修及檢定」授權範圍具有直接
且必要之關聯事項予立規範據以執行，至於行業管理部分，目前「游泳池管理規
範」課予游泳池業者應配置救生員專職服勤之義務規定。所稱規範確實未具法律
位階，惟為保障泳客權益，需先以行政規則方式發布透過各級政府以行政查核督
導，輔導落實運動安全機制。
救生員受雇於泳池業者，服勤有其應注意或應作為之保證義務，其與游泳池消費者
安全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於泳池發生溺水意外事故之責任歸屬，常見媒體報導救生員「保
證人義務」一詞；法理漸為司法實務不斷引為通案見解，觀之板橋地方法院(94 易 481,100
訴 1756 判決,99 勞安簡上 1)所引用通說認足以構成保證人地位有六：(1) 法令之規定(2) 自
願承擔義務（即事實上承受保證結果不發生之義務者，如救生員、接受病患為其醫治之醫
生、登山隊嚮導、看顧嬰孩之人等，如事實上已承擔義務，即有保證人地位，不以當事人
間契約關係有效成立者為限）(3) 最近親屬(4) 危險共同體（為達特定目的，組成之彼此信
賴互助，並互負排除危難義務之團體）(5) 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6) 對危險源之監督義務
（對於危險源負有防止發生破壞法益結果之監督義務，所謂危險源係指具有發生破壞法益
之較高危險之設備、放射性物質、爆裂物或動物而言）」。(96 台上 7048)判決理由欄摘述
「被告為游泳池救生員，為從事業務之人，自應對游泳池內之泳客安全做適切之注意，祇
要有泳客在游泳池內游泳，即應堅守崗位，隨時注意池內狀況，並及時處理溺水之事件，
自不得與他人聊天或指導泳客游泳，而忽略自己之職責。」業對救生員服勤應注意義務，
有適切之說明。
77

上述所稱「法令」而未明指「法律」
，當指行政機關對義務人有課責性之行政規則，
縱尚未經國會立法或法律授權，因其係以他人權益之保護性法令之內容，公益性甚高，
對個案之承審法官，雖無直接拘束力，未必逕予直接引用，然仍可本於法之確信而為判
決之依據，實務對此，司法實務上亦採肯認之見解。
五、行銷證照制度後續推動策略

受訪者 C 希望官方應強化證照後續之實值管理與查詢應用之便利化，除持證當事人之手
續便利外，應注意是否提供消費者或游泳池業者等外部對查證閱覽之便。如能建置
專網，在個資法容許條件下，近一步將合格救生員證號及所在縣市或可聯絡資訊(須
當事人同意)等，為必要透明揭露之。反面思維，官方也應將不合格之游泳場域或未
聘合格救生員之泳池予公布，間接促使建立救生證照市場權威與民眾信賴度。
本文認同受訪者 C 之建議，概以救生員係最具典型足以影響民眾健康權生命權益之
業別，因應民眾對於游泳池業者所聘救生員之品質，證照有無失效，消費者無從參與或
選擇，在此因資訊不對等情形下，官方應加強發證照後續管理與查詢功能，方便民眾查
知。另，體育署業係行政處分之名義，應檢人如對行政處分不服而提訴願時，受理訴願
之教育部(訴願會)依訴願法規定程序，要求行政處分名議機關負責依期答辯之業務與答
辯內容，惟所涉相關事證資料如仍由行政助手保存，各認可團體尚須配合之檢證說明流
程，如未儘速協助處理，恐影響訴願審理期程。為促公私協力做好便民措施需妥善分工，
依標準作業流程，充分揭露作業期程，最好輔導檢定業務之團體須提供網頁線上立即查
詢機制，始符便民服務本旨，提升行政效能。

第四節

小結

體育署修正發布水域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條文中，就其內容及專業證照制度面建構，
業有力求規範架構完備，並以體育署名義核發證書，已具有國家證書外觀形式，惟依目
前法源授權範圍，雖僅只於資格能力檢定及進修制度之建立，距離整體職業證照制度法
制化工程，確實尚有很長距離。
關於法源位階及管理密度與強度，大部分專業證照之法制演化進程，均自無到求有，
由有到高密度管理，逐漸形成共識符合社會發展過程。至於行業管理所需之行政作用法
依據，目前我國法實證案例，所謂國會保留原則態樣以觀，立法機關本於民意，為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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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之目的，依既存社會制度，就個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之取得，衡量其所
需具備特殊學識或技能之重要性程度來判斷(立法裁量權)，立法分類賦予行政機關辦理
之法體例甚多如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可見，現行法制即係循多元途徑而形成，專業證
照法制面貌或管制密度存有不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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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救生員專業證照法制方向

專業證照之法制化進程，關於法源位階及管理強度，均自無到求有，由有到高密度
管理，逐漸形成共識符合社會發展過程。至於行業管理所需之行政作用法依據，目前我
國法實證案例，有三種態樣如表 5-3 行業管理法源條文之法制態樣表。
表 6-1
行業管理法源條文之法制態樣表
項

態樣 法律名稱

本研究分析

一

國會 醫政類：醫師法、營養師法、心理 上該各類專業人員行業法之章
直接 師法、物理治療師法、藥師法、聽 節及條文體例：
保留 力師法、呼吸治療師法、醫事放射 一、原則定有 6 章共同事項：
「總
師法、醫事檢驗師法、獸醫師法、 則、資格取得、執業、事務所、
職能治療師法、牙體技術師法

公會、罰則、附則」。另會計師

法務類：律師法、法醫師法

法、醫師法等，尚增列有「義務」

工程地政類：技師法、建築師法、 及「懲戒」等二章名。均著重於
不動產估價師法、

專業自治自律之法制特色。

社政類：社工師法、

二、明文規範職業證照之排他性

經濟類：專利師法

與名稱專屬性，除不容借牌供他

財政類：會計師法

人使用，如未具資格者不得使用

財政類：會計師法

該專技人員之法定專稱。違者，

教育類：教師法

依法究辦有關行政罰。無照執業
致消費者受害之損賠重於有照
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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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管理法源條文之法制態樣表(續)
二

國會 一、觀光發展條例第 36 條「、、導遊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領隊人

間接 人員、領隊人員之訓練、執業證核發及 員、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
保留 管理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及管理辦法等，屬有法源依
關定之」即其事例。

據授權之法規命令，於母法

二、就業服務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

授權於先，該子法於訂定發

授權訂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 布時須依中央法規
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就業服務專業人

標準法第七條送立法院。法

員，應具備「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測驗 制雖屬事後備查，立法院保
合格證明，並取得、、專業人員證書」、 留審查權。
「就業服務職類技能檢定合格，經中央
主管機關發給技術士證，並取得就業服
務專業人員證書」之一。
三

總合 (1995 修正發布)消防法第七條：
「依各類 一、行業管理事項，如採直
(兼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

接說須等待以法律定之。惟

備)

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 為因應消防公安之管理具
備師為之；其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 高度管制需求且破切至
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第一項)。前項消

急。第四項所揭得先予授權

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

法規位階之辦法為之，符合

修，於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達定 行政應積極作為以兼顧行
量人數前，得由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技 政主動性。
術人員或技術士暫行為之；其期限由中 二、消防法第七條第四項授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 。消防設備

權之消防設備師及設備士

師之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之(第三

管理辦法，於 1996 年發布

項)。在前項法律未制定前，中央主管機 實施至今，己八年。而依消
關得訂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

防法第七條第三項以法律

理辦法(第四項)。」

定之《消防設備人員法草
案》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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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蒐集分析，目前存在三種行業管理法源態樣，可供立法政策之裁量，本章就水域
救生專門職業之行業管理發展面向，分別「國民體育法授權法源模式探討、協商納入職
業訓練法技術士檢定可行性、認定新增專技國考種類水域救生人員法之探討」等三方面
分析其優缺點及提出法制發展方向，供決策參考。

第一節

修訂國民體育法授權法源探討

基於我國水域遊憩活動之管理分工及救生員證效用所及範圍分屬各部門之現象，當
前宜先就國民體育法等相關運動法制面，檢視並強化游泳池業及救生員行業所需法源，
致於開放水域之主管機關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法規體系，暫不納此節探討。
一、提升游泳池業管理辦法位階
「游泳池管理規範」(全文，詳附錄十四 ) ，始自體委會 96 年 5 月 10 日體委設字第
09600091421 號令修正發布，並無法律之授權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引用該規
範作為處罰依據。因此，為強化游泳池管理之機制，以有效保障消費者之權益。可研
酌提升「游泳池管理規範」之位階，於國民體育法增訂授權規定，並據以訂定發布具
法規命令性質之「游泳池業管理辦法」分章就游泳池業者、相關專業人員(含救生員)
之管理事項予規範。
二、國民體育法修正案
該法之修正，於 2014 年完成草案(公聽會版本)，其中第 3 章全民運動、第 6 章運
動設施部分條文之法源授權內容及第 8 章罰則等新增條文之研議，經本文研究者，以
近幾年國家體育事務涉及高風險運動休閒及民眾運動消費權益與意外事故預防機制關
聯體育專業證照制度法制化之要求，似乎尚未全面予呼應，未避免立法漏洞或授權不
足不明致無法因應游泳與救生運動之管理課題，宜由法制面析言之。
(一)第 3 章全民運動第 20 條「各機關、學校、機構及團體舉辦高風險運動時，應加強運
動安全管理，並維護運動者權益；其運動種類、範圍、安全措施、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6 章運動設施第 29 條「自然人或法
人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置運動設施、場館。、、、」第 30 條
「前條第 1 項運動設施、場館之種類、範圍及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
設置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許可之審查、廢止、管理、定期檢查、查核、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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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細研之，
以上揭計有三條條文，予以授權法源依據，但是否針對行業准入及從業人專業資
格證照之法制思維，周延納入「行業管理」法律(或授權法規)，俾促進證照之法規
強制效用。惟本文予檢視後，尚有下列漏洞或授權不足之慮：
1.高風險運動服務業之籌設營運，於法業者應備之各種條件，包括資金、設施設備
器材及安檢、保險或履約保證機制、及所需聘雇專責專業人員資格證照等等准
入門檻事項，關係對該業商業性經營主體之申請管制密度與服務品質影響運動
安全及消費保護。基於授權明確原則及運動產業之發展考量，應就服務人員條
件(資格能力證書等)予明確授權或規範為妥。如修正草案所持僅就「安全措施、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恐過於空白授權，對業者有無義務就從業人
員有無專業資格要求，尚不明確。
2.關於第 8 章罰則(第 38 條至第 41 條)並無相對應就第 20 條授權規範法規違反者有
何課責條文之依據。如第 20 條之後續配套，係經政策考量僅採訓示性督導舉辦
主體(機關、學校、機構及團體)遵守；基此，若因法未禁止或限制之情形下，經
營主體如係自然人或不屬上述組織主體之業者商業性招攬運動消費目的之違規
行為，均無管理機制或處罰之法源依據，而此類所謂高風險運動服務市場性高，
具高商機誘引且經業者行銷及媒體報導推廣下，縱該高風險運動種類，容或剛
引入國內或尚僅小眾規模之運動人口，宜有適當管理之法源，未雨綢繆供主管
機關適時引為依據。
(二)過去此類型被消保機關及監察院多次提出要求改善建立法源及落實執法等個案，
有如無動力飛行運動業、高空彈跳等服務業之主管機關屬教育部體育署(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處，2013)；另游泳池業、高山嚮導授證等業務本來就屬之體育業務。再
觀察體育行政機關對運動服務場地等硬體面，傳統概念較偏於有形「場館設施」
所需規範法源，所以國民體育法第 6 章章名「運動設施」之狹義概念及第 30 條
「設施、場館」之申設條件，未含括所有運動服務業者範圍，舉例言之：探險性
之登山服務公司之立案條件，並無須一定場館為據之申請與審查。
（三）基於高風險類運動服務業者收取消費者對價付款衍生運動意外事故及消費糾紛之
事先預防則欠缺強而有力之管理機制，此類運動服務業之立案登記，必要時採事
先審查許可制、所聘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資格條件之法制化，短期內雖可能增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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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成本之門檻致降低業者投入而影響產業發展，但長期觀且政府施政應以消費
者生命安全及權益優先考量，凡可讓助於減少意外，保障消費權益，殊值立法上
再酌。綜整上述所見，就國民體育法修正案中尚待補強行業管理所需授權法源之
內容，試提具體方案(增訂條文)如下表 6-2 予分述：
表 6-2
國民體育法(修正草第 20 條)建議條文對照表
草案條文

修正建議

說明

各機關、學校、

為加強維護運動安全及消費權益保

一、本條新增訂。

機構及團體舉辦

障，針對高風險體育運動活動經營，

二、因應消費保護意識

高風險運動時，

下列重要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事項

抬頭，休閒運動與健康

應加強運動安全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休閒日受國人重視，有

管理，並維護運

一、申請許可之資格條件與程序。

鑑於從事此類新興冒

動者權益；其運

二、符合安全規範之場地設備器材規

險運動休閒活動人口

動種類、範圍、

格標準。

漸增且意外頻傳，政府

安全措施、管理

三、提供服務之從業人員應備相關專

應有加強管理之必

及其他應遵行事

業證照等級及執行業務倫理規範。

要。為讓運動消費關係

項之辦法，由中

四、運動安全守則。

正常發展，業者與消費

央主管機關定

五、意外責任保險事項及最低保險額。 者間，對該項運動之安

之。

前項所稱高風險體育運動之種類，需

全守則及專業人員倫

屬國際奧會體育組織所承認或列為正

理規範，予授權，俾子

式比賽、表演之運動種類且以民眾從

法時「業者、消費者與

事該運動易致重大傷亡者為限，其運

專業人員」等三方面之

動種類與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權義事項有明確授權
範圍以後續研訂。

註：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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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納入職業訓練法技術士檢定可行性探討

從職業訓練法授權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規予分析，其規範要旨及相關程
序，具有行政權較具主動性，在橫向聯繫協調政策形成，本文認應予重視了解，技術士
技能檢定法源：依據職業訓練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發布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
則。以至為明確救是否得辦理職類開發法定條件區分為，應優先辦理職類開發與調整有
二，其一依法令規定需僱用技術士者。其二屬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者。
目前所有體育法規中，均無明文依法令規定雇用技術士，救生員之技術上與公共安
全則有一定程度關聯。救生員職類依國民體育法應由體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限，依行
政程序法第 15 條規定「、、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此稱「依法規」含授權法規在內，為讓政策採得委
託職訓機關之彈性，建議先將「依法規」委託執行之條件，先予入法備妥，救生員授證
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本會、、或委託其他機關、、專業機構辦理檢定授證業
務」即符上揭法旨，下次研修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時，建議邀請勞動部協商取得共識。
技能檢定取得技術士之法效益有二，一則學歷比照，依職業訓練法第 34 條規定進
用技術性職位人員，取得乙級技術士證者，得比照專科學校畢業程度遴用；取得甲級技
術士證者，得比照大學校院以上畢業程度遴用。二則擁有就業優勢，依職業訓練法第 35
條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別之事業機構，應僱用一定比率之技術士；其業別及比率由
行政院定之。揆經院定該等行業及應僱比率，凡持有該種類技術士證者，於職場所稱就
業市場相關性，具優勢條件含新資及進(晉)用有利條件。
2000 年 12 月勞動部公布職業工會分業標準表，救生員列於其中第 489 種類，依法
取得證明文件者可組織或加入職業工會(勞動部，2001)。就以救生員得依結社自由之原
則享有工會組織權，至為明確。受談者 C 認為成立救生員工會組織，整合救生員意見，
促進工作條件合理化制度化。經本文作者查據目前尚無地方勞動機關受理任何籌組救生
員工會之申請案。而是否輔導成立就生員工會，於現行法制評估，有其可行性，觀之人
民結社程序之發動權。政府機關依法輔導成立，有利於後續救生事業推動。
救生員專業證照與上述職業訓練法第 34 條技術士證，兩者比較觀之，可得知「學
歷比照」之法效益，僅屬後者才具有。關於職業訓練法第 35 條，其業別及業者雇用之
比率，由行政院定之法源及法制程序，亦高於游泳池管理規範(行政規則)之法位階。因
此，如循本節所謂納入職業訓臉法技術士檢定模式實施及納入救生員行業工會管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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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既有法制運作下，係屬行政協調機制，應屬快速而可行途徑之一。

第三節

申請認定新增專技國考種類之探討

體育專業證照，部分屬野外或水中運動之工作分析與技能需求規範，高風險其安危攸
關從業人員及服務對象生命權益，且專業度高如發生意外責任鑑定困難度高，是否朝專技
人員之國家考試方向規劃與發展，歷屆體育行政首長，頗為重視。

受訪者 A 認「專技人員證照有排他性，救生員證照化問題可能要先徵詢教育部體育署意
見」
、
「現行制度有無難以執行之處，如果要改變，再來談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專技人
員考試。」、
「體育專業人的專業性相當多元，如果體育行政機關確有意願，建議可先和
考選部合作辦理相關研討會。」
上述所陳，顯示考選部尚持保留立場。該部自 2008 年起與相關部會就國家考試掄才
有關課題舉辦之研討會供參：2008 年「財務金融專業人員納入專技人員國家考試可行性
研討會」
、2009 年「醫事放射師之教考訓用制度與國際接軌研討會」
、2011 年「國家考試
與原住民族知識學術研討會」（考選部，2014）。顯然可見，舉辦研討會可以形成共識，
也是考試機關與行政機關間是否提列納入國家考試之協調方式之一。
進而觀察考選部 2012 年度執行計畫揭示「配合國家發展、各類專業發展趨勢及職業
管理之需求，賡續檢討研修（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規，提升專技人員執
業水準，並與國際接軌，、、。」，具體作法含：與教育部、職業主管機關、相關專業
團體建立溝通平台，促教、考、訓、用密切結合。賡續推動各類科考試之改進推動小組，
檢討改進教育養成、考試、任用與職業管理制度；配合職業主管機關，研究健全專技人
員考試證照制度。考選部 2014 年度執行計畫揭示「配合職業主管機關，研究健全專技
人員考試證照制度」具體作法有「1.參與部外會議，協同職業主管機關制定(修正)職業
管理法律，健全專技人員考試證照制度。2.配合職業主管機關新增專技人員種類之需求，
辦理考試種類認定事宜。3.配合立法院審議通過專技人員職業管理法律及職業主管機關
研（修）訂專技人員管理法規，研（修）訂相關專技人員考試法規。」(考選部，2014)。
上述積極呈現考選施政重心置於「跨域治理、跨部合作」
，而各部會重大議案提列於中，
應係事先籌畫有一定共識之事項，國家體育政策如盼望體育專業人員證照制度之發展，
應可循此機制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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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多受訪者包括學界及認可團體主事者等，咸認提升救生員職業與社會地位須
從證照品質加強，同意由政府有關機關收回自辦國家檢定考試；民間救生團體則專注於
救生培訓之職能。
關於國家考試之類科決定，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授權考選部就新增考試種
類之評量，該部於 2013 年 10 月 21 日訂定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考試種類認定
辦法(全文，詳附錄七)。本文從法制面及個案探討：
一、對專技人員考試類種認定之實質條件，前開辦法揭明，應以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
訓練之培養過程所獲得之特殊學識或技能，及須具執業資格始得執行業務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所從事業務或提供服務與公共利益或人
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直接重大密切相關，及對人民工作權之影響。(二)
執行業務具自主性、自律性及專屬不可替代性，強調親自執行並對其服務親負其
責。(三)紛爭責任鑑定具專業性與困難度。所持立論與歷次大法官解釋文大致雷同。
其具體進展是將得申請者、申請應備資料、考選部審議程序與組織、審查程序與
期限、後續得列為辦理國家考試之要件等，明確化規範達於可操作性定義及可預
測性。
二、嗣考選部接獲衛生福利部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申請認定「公共衛生師」及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為專技人員，兩案各據准駁之代表案例，前者公安衛生人
力資源之證照制度獲列專技人員國考之林，後者證券分析人員，雖屬立法院決議
要求研議列國考之列；惟財產投資權益，非屬專技人員，決議維持現狀由民間基
金會測驗。
上述二案例之發展與結果，顯示相關產業之民間協(學)會組織展現民意或遊說力量，
對法制化方向之影響不容小看。本文研究發現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就前述個案為預
防災害維護公共衛生及安全，積極呼籲列入國家考試外，具體提出建議由公共衛生師針
對下列公共衛生事務法制化，仿照技師法實施專業簽證規範的方式，訂定業務範圍：
「鑑
定社區健康危害因素及健康問題、環境健康影響評估:包括空氣、水、噪音、廢棄物等環
境污染、對社區民眾健康影響之評估與鑑定、食物污染及中毒事件之鑑定、疫情或疾病
之調查及病因之鑑定、社區民眾健康生活形態之評估、社區醫療保健資源或醫療制度之
評估、有關物理、化學、生物等環境因子對社區民眾健康影響之評估、防疫網之規劃與
執行」，除前述專業簽證外，可獨立受政府或私部門委託，執行業務如食品安全衛生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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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環境健康影響評估、藥物或醫療科技之經濟評估等。
以上所研究發現及描述他山之石，提供體育界參考，產出國家考試專技人員證照之
願景與程序。值供律訂高風險運動種類之體育專業人員(如水域運動安管師)執業範圍佐
參。
綜上本節所述，救生員定位由民間標章以致到由政府頒定檢定授證規範，體委會適
度採行認可之策略，擇優審定部分民間團體雙方名義偕同發證，進致到教育部採用契約
方式與民間團體保持委辦關係，以政府單一名義核證等行政法制變遷，應以維護並確保
水域活動之安全與民眾權益為核心目標，達成此施政目標，用以對應救生員證之定位與
價值。後續推動救生員專門職業證照制度所需周延之行業管理法，經初步研究，有相關
完成法制化之立體例，不乏案例；考量人命關天且因應政府重視水域管理活動安全有序
發展之需，審慎檢視救生政策上，有其必要性，畢竟，尚缺救生員行業管理（專門職業
證照）專法，現行以體民體育法授權辦理資格能力檢定法規命令，經訪談研析發現，其
規範廣度與深度有所侷限，因此，救生員需永續發展為職業證照之社會地位，先指定專
責機關單一窗口統籌研議後續推動較高位階具拘束力之管理法源，實有必要。

第四節

小結

就體育運動法制之觀點，游泳池運動安全管理及救生員執業規範之需，建議提升
《游泳池管理規範》(行政規則)之法位階，於《國民體育法》增修授權研訂游泳池業管
理辦法，分章就游泳池業者、相關專業人員（含救生員）從業資格與管理相關權利義
務事項予授權法規之法位階。另對「高風險運動」如涉民眾生命安全保障且涉管理時
效之迫切性，參考《消防法》第七條第三條第四條之立法體例(總和兼備)分期制定法律
或授權法規先行推動，於《國民體育法》增訂有關高風險運動之定義、類別、分級及
其應具備技能範圍，建構專業人力的認證與培育，及設定運動場地設施標準與管理事
項之授權規範機制。
救生員已屬職業工會分業標準表，所定得組工會之行業別，關於技術技能檢定事
項，建議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六條規定申請職類開發，協調勞動
部依該規則第四條規定予以優先辦理職類開發，增辦救生員檢定技術士證，並得依《職
業訓練法》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增加救生員證之法效用，有利於技能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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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遴用與促進就業優勢。
台灣水域遊憩安全之需，為水上專業科系學以致用及資深救生員進修晉升發展，
建議律定水域運動安全師及救生員行業管理，階段性專法，參照「消防設備人員法」，
水域運動安全師得受委託執行水安檢查及依法對水域遊樂區安全規劃與監督等權限業
務。長期而言，有效預防溺水事故，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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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我國體育專業人員暨救生員證照制度實施之現況及實施所面臨問題，在
此提出本文之結論及建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一、救生員證制度內涵方面
總整以上所見，救生員授證制度所涵概「主管機關與法源、應檢資格與排除、學科
與術科、證照分級與法效，證照管理及配套措施」之分析，檢定實務上，業逐項對應於
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就體育專業人員檢定制度之授權範圍，就「檢定資格、證照
核發、校正、換發、檢定費與證照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辦法辦理之。」除列舉事項外，條文末段尚有「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概括範圍，
法制實務上，通認可提供行政立法之適當彈性，用以因應快速變遷社會發展之需。
體委會於 2010 年 2 月 22 日發布法規，受理救生團體申請，同年 5 月審定首屆之認可團
體，順利檢定合格救生員 1174 位，此為我國救生員證照制度邁向政策領航民間依法執
行制度化之始，雖僅具資格能力檢定性質，各界對於救生員檢定授證之納管實施，大多
肯定建立制度化標準化完成法制整備之功，也回應監察院及保護消費者需求。
二、救生員證定位方面
綜觀辦理檢定後授證者名義之變革，初期以民間標章階段由由立案之人民團體發證
名義，其一部屬志工登記效用外，司法實務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等相關行政法令，
也均承認業者所聘民間標章之救生員證效用。
2010 年初迄 2013 年。體委會頒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所採證書之發證名義，由體委會
與認可團體共同署名，擔任授證單位。2014 年起改採以教育部委由認可團體辦理檢定業
務以行政助手模式，其外觀形式單採體育署擔任授證單位。進入官方核發具國家級專業
證照之意義。
三、救生員證法制化發展方向
(ㄧ)法制上，就游泳池運動之安全管理及救生員執業之規範之需，建議提升《游泳池管
理規範》(行政規則)之法位階，於《國民體育法》增修授權研訂游泳池業管理辦法，
分章就游泳池業者、相關專業人員（含救生員）從業資格與管理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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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授權法規之法位階。另對「高風險運動」如涉民眾生命安全保障且涉管理時效之
迫切性，可參考《消防法》第七條第三條第四條之立法體例(總和兼備有國會保留與
行政主動之法制體例特色)分期制定法律或授權行政法規先行推動，於《國民體育法》
增訂有關高風險運動之定義、類別、分級及其應具備技能範圍，建構專業人力的認
證與培育，及設定運動場地設施標準與管理事項之授權規範機制。
(二)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六條規定申請職類開發，協調勞動部依該
規則第四條規定予以優先辦理職類開發，增辦救生員檢定技術士證，並得依《職業訓
練法》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增加救生員證之法效用，有利於技能檢定之學
力與學歷供職場遴用與促進就業優勢。
(三)台灣水域遊憩安全之需，也為水上專業科系學以致用及鼓勵資深救生員進修晉升發
展，比照「消防設備人員法」立法例，研訂水域運動安全師及救生員管理專法，逐漸
發展為專法，適時申請新增納為國家考試種類，嗣具專技人員執業證照之水域運動安
全師得受委託執行水安檢查及依法對水域遊樂區安全規劃與監督等權限業務。長期而
言，有效預防溺水事故，提升服務品質。

第二節

建議

體育專業證照之發展與法制整備進展，引導該等種類既有團體朝正向有利於該項體
育實力提升及安全照護消費者權益為先。本文提出短中程之具體建議。
(一)短期：配合實務需要，加強訪視督導認可團預排時程規劃
台灣水域遊憩安全，游泳及水域業者或從業人員等相關法制有待發展及補強之處，尚
有很大待改善之處，除提升游泳池管理規範之法位階法源依據落實法制外，就主管機
關而言，體育署依法主導救生員資格檢定發證及品質管控之權責極為重要，可繼續委
託學術機構透過其穩定資源及專業人力，協助推動下列急迫事項
1.配合各認可團體檢定業務分散全國之特性與便民服務之需，擇聘學者專家組成訪視委
員會，親臨檢定現場予輔導或督辦。
2.建置專屬網頁與救生團體網頁連結，集中行銷救生業務有關事項，開闢專區呈現救生
業務績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適當揭露救生團體辦理檢定合格之救生員名單，可
供查詢，彰顯該證照之專業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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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資源管理需求而言，予從事救生業務之相關人員建立專業證照及職業尊嚴待遇及
向上晉級需求與滿足，有待各部門合作以職業別，成就救生員工會、水域遊憩管理師
公會等自律自治權積極措施，均有利水安大環境之正向發展。
(二)中期：協商納入職訓體系及技能檢定優先開辦職類
行政上申請職類開發，協調勞動部納入《職業訓練法》及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
辦法等，規劃救生員職類技能檢定；或前述協調未果，替代之策略，宜參考《消防法》
之法制體例，修正《國民體育法》增訂法源授權體育主管機關，對高風險體育運動服
務業安全發展所需之專業能力，以法律定之，或先訂頒水域遊憩安全師及救生員管理
辦法，俾以行政法規因應時效。
(三) 長程：因應專技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與否，提早規劃做好準備
因應專技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需要，體育主管機關宜參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種類需求說明書所提「認定指標項目」逐項檢視，蒐集資訊或調查。再根據不同證
照之特性去制定其專業能力基本要求，並且視產業環境之變動調整證照考試內容，提
升各該類體育專業人員證照的公信力。

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研究者於 1998 年任職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時兼辦法規會承辦專員，適逢我國體育政
務所需法規研定建制之高峰期，而本文研究主題(體育專業證照法制研究)與範圍(水域
救生員為例)之決定，回溯 1999 年因所承辦業務中有體民體育法第 11 條明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定辦法辦理之體與專業人員資格檢定業務，考選部回復略以「體育專業人員檢
定」應屬「技能檢定」性質，其與考試院所辦專技人員考試種類有別。自此，我心底
一直存有心思想深入了解何種層級或重要性之專業證照，須透過推動法制化以專門職
業證照模式納管，才符合國家體育發展之需。
當我考慮以眾多承辦業務中所接觸體育專業證照例如救生員證法制化相關課題，
擇為研究主題，尤其第四章至第六章內各節次名稱，需與前面緒論所提研究目的與問
題範圍相呼應，此雖為研究基本功，但身為質性研究新手的我，一開始研究方向很茫
然，面對大量文獻資料蒐集之後，一度文本分析與寫作過程中，毫無章法陳列編排，
各法規條文之鋪陳，似為一堆業務報告，毫無研究與批判之論文質感，感謝指導教授
細心予指出我寫作之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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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這段日子，所接觸救生員證照業務，補充說明者，政府將民間本來存在之救
生員證法制化，納入公權力管理，代表其業務權限及原有自由便利性被限縮或剝奪。
而研究者本身於 20 年前，也曾参加救生員訓練取得合格結訓證書之經驗，尚能以同理
心了解訪談對象屬民間救生團體代表反映意見，難免對政府部門有情緒或堅持立場；
研究者儘量立於中立角度，基於公共政策及法制研究所需議題，從訪談反應意見，節
錄較為切題之內容，從法制面分析，始終以健全法制，以提升救生員職能品質為核心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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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
99 年 2 月 24 日體委全字第 09900035163 號令發布

第一條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救生員授證及其管理事項，依據
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救生員：指經依本辦法規定取得擔任水域救生工作資格之體育專業人員。
二、水域︰指游泳池及開放性水域。
三、游泳池︰指具備二十五公尺水道或水池總面積達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之封閉型運
動場地而其名稱為游泳池；縱其附設於其他行業或其名稱非為游泳池者，亦
同。
四、開放性水域︰指前款游泳池以外之其他動態水域及靜態水域。
五、申請單位：指得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向本會申請認可辦理水域救生員授證業務
之團體。
六、民間團體︰指向內政部登記設立之全國性社會團體，其設立章程任務列有辦理
救生員訓練、證照核發者。
七、受認可單位：指申請單位經本會依本辦法規定認可者。
八、審甄：指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審定合格與否及核發證照之工作。
九、應檢人：指自然人應本辦法規定參加受認可單位所辦理救生員授證檢定者。
第三條
救生員種類如下：
一、游泳池救生員，指依本辦法規定之游泳池救生員檢定及格。
二、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指依本辦法規定之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檢定及格者。
第四條
游泳池救生員，僅限擔任游泳池救生勤務工作；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得擔
任游泳池及開放性水域救生勤務工作。
參加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者，應先行具有游泳池救生員資格。
第五條
自然人年滿十八歲經訓練熟知游泳池救生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或開放水域
救生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者，得依本辦法規定參加救生員授證檢定。
第六條
救生員資格檢定，依附件一「救生員檢定科目表」
，以學科筆試及術科操作方
式檢定。其測驗題庫由本會統一製作。
筆試檢定成績採百分法方式計算，七十分為合格。
術科以實際操作方式進行，依操作方法正確程度與時間予以評定為合格或不合格。
應檢人學科及術科檢定同時合格且無本辦法規定不能取得資格情形者，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各該救生員資格。
第七條
應檢人曾犯下列罪名之一且經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得發給救生員證：
一、妨害性自主罪。
二、殺人罪。
三、傷害罪。但其屬過失者，不在此限。
四、遺棄罪。
五、煙毒罪或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相關罪名。
第八條
擔任救生員檢定命題評審之審甄，其資格如附件二「救生員檢定科目審甄資
格表」。
第九條
本辦法規定檢定授證業務，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申請單位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本會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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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民間團體、專業機構辦理。
下列事項，仍應由本會自行辦理：
一、審定會成員指定及聘書發給。
二、本辦法規定之認可業務。
三、認可證書核發。
四、其他應由本會自行辦理事項。
第十條 申請單位辦理本辦法規定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社會團體依人民團體法規定成立滿三年以上，以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
組織任務涉有水域救生業務且組織業務運作良好者。
二、社團法人於內政部立案滿三年以上而其組織業務與水域救護救生相關且組織運
作良好者。
第十一條 申請單位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認可者，應依規定繳納規
費。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向本會申請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認可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申請單位立案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明書影本。
三、申請單位組織章程。
四、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實施計畫書。計畫書格式及內容如附件三。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應檢附之文件。
第十三條 本會為辦理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相關作業，應遴聘相關學者專家、社會公正
人士及本會人員等組成審定會（以下簡稱審定會）。
前項審定會設置及審議要點，由本會另定之。
第一項審定會審議而有諮詢之必要者，得邀請有關機關（構）或專業人員列席說
明。
前三項規定於本會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委任委託事項者，準用之。
第十四條 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申請認可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本會發給認可文件；其
經審查不符規定者，應不予認可，並敘明理由通知之。
前項認可期限為四年，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受認可單位辦理相關業務時，應編組工作小組，確實執行相關事務。
第十五條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督導、瞭解或抽查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辦理
本辦法規定業務單位執行狀況，每年並對各單位辦理業務評鑑。
第十六條 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應廢止認可或終止
委任、委託並公告之：
一、拒絕本會抽查。
二、各該年度所檢定授證人員數中隨機抽測百分之十而其不合格率達百分之二十
者。
經依本辦法規定廢止認可或終止委任委託者，三年內不得核予認可或重行委任委
託。
第十七條 受認可單位辦理救生員檢定而有收取檢定費用及證照費用之必要者，其收費
基準上限如下：
一、檢定費用：
（一）游泳池救生員：學科最高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最高新臺幣一千元。
（二）開放水域救生員：學科最高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最高新臺幣二千元。
二、證照費用：其屬初發或換發者，每件（次）新臺幣二百元。其屬補發者，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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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新臺幣五百元。
前項檢定費用，應包含每人保險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之保險費。
第十八條 救生員證有滅失遺失或毀損者，應向原核發之單位申請補（換）發。其應檢
附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滅失、遺失或毀損相關證明文件。其無者，得免附。
四、切結書。
五、二吋相片二張
六、證書補（換）發費用收據。
七、其他經本會指定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救生員證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失效。持證人於期滿前向受認可單位或本會
委任委託單位申請累計二十四小時以上在職專業訓練課程，測驗成績合格持有證明者，
得以向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申請換發新證。
前項專業訓練內容，由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併第十二條規定向本會申
請辦理。
第二十條 救生員證記載事項如下：
一、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全銜名稱暨本會全銜名稱及首長職銜。
二、本會認可或委任委託辦理文件日期及其字號。其屬本會自行辦理發證者，則免
附。
三、證照類別。
四、姓名、出生日期、照片及國民身分證統一號碼或護照號碼。
五、有效期間。
六、在職專業訓練日期及時數。
七、其他經本會規定應記載事項。
本辦法所定書證格式如附件四。
第二十一條 救生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應廢止其證書，
並報其他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
一、曾犯貪污罪且經判刑確定。
二、曾犯內亂罪或外患罪且經判刑確定。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罪名且經判刑確定。
四、曾犯前三款以外罪名且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
畢。
五、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而其原因尚未消滅。
六、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七、依民法規定受禁治產宣告、或監護或輔助宣告而尚未撤銷。
八、因案被通緝或遭羈押管收中。
九、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而不能勝任水域救生工作。
十、擔任教學或救生工作怠忽職守而導致發生學員、遊客或泳客傷亡且經法院判決
確定者。
十一、轉讓出借或出租證照予其他第三人使用者。
十二、行為不檢有損服務機關（構）名譽且經各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第二十二條 救生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或受認可單位應撤銷其證書，並報本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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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知其他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
一、有第七條及前條規定情形。
二、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各款規定之一情形。
第二十三條 經依本辦法規定撤銷或廢止救生員證者，不得再行參加檢定。其有依本辦
法規定撤銷或廢止者，亦同。
其依本辦法規定擔任救生員檢定科目審甄人員，準用前項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會依本辦法規定受理申請單位認可、委任委託及救生員合格名單，應於
政府公報、本會網站及本會門首公告。其有依本辦法規定撤銷或廢止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救生員、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及其所屬業務執行人員，辦理
救生檢定績效優良或執行業務績優者，本會應予公開獎勵。
第二十六條
本會依本辦法規定撤銷或廢止認可或終止委任委託者，對其已核發之救
生員證後續複訓等相關事項，本會得自行辦理或委託其他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
單位辦理。
第二十七條
受認可單位於本辦法施行前，已核發救生員證照者，其效期依證照原列
效期規定。其有未列效期或效期逾三年者，以本辦法施行後三年為限。申請人具有第
十條各款規定資格而依本辦法規定提出認可申請且於尚待本會認可結果期間者，亦
同。
前項既有持證人於期限屆滿前依第十九條規定向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
申請在職專業訓練合格者，得準用本辦法有關救生員發證規定，據以換發新證。其他
未規定事項，應由受認可單位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八條
依本辦法規定受本會委任委託或認可單位之評鑑（含測試場地及機具設
備等）、審甄管理及題庫管理等事項，由本會另定之。
前項規定事項，本會得委任所屬下級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但第十一條有關規費繳納規定自本辦法發布一年

後施行。
附件一

救生員檢定科目表
類別

游泳池
救生員

學科
一、救生概論。
二、游泳池安全常識。
三、游泳池管理。
四、急救。

術科
一、救生四式游法（擡頭捷泳、擡頭蛙泳、
側泳、救生仰泳）分別各游 50 公尺，
基本能力
5 分 30 秒內完成。
二、仰漂及踩水各 3 分鐘。
三、徒手游泳 25 公尺，帶假人游泳 25 公
尺，男子 1 分 20 秒、女子 1 分 40 秒
救援能力
內完成。
四、徒手潛泳 20 公尺。
五、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
急救能力
勢、水域脊椎受傷處理、體外自動心
臟去顫器（A.E.D）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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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救生概論。
一、開放水域游泳 300 公尺，8 分 30 秒內完成。
二、開放水域安全常識。 二、救援板救援 300 公尺，8 分 30 秒內完成。
開放水域 三、海灘管理。
三、浮標救援 300 公尺，9 分鐘內完成。
救生員 四、急救。
四、救援艇救援 300 公尺，6 分鐘內完成。
五、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勢、脊椎
受傷處理。
一、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科目之操作方法正確程度與操作時間多寡，因其應有
技能種類（例如：救生繩使用、拋繩袋使用、繩索省力系統裝置及迴流區
域進出等等），其等技術正確程度評定為合格基準與否等，得由申請單位
於前開實施計畫提出規畫構想供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組改為教育部體育
備註
署)（以下簡稱本會）審議，而其經本會審定通過後列入各該受認可單位
應遵守義務範圍。其未經本會認可者，不得辦理此部分（例如：開放水域
救生員）檢定工作。
二、術科檢定當時，應全程錄影存證。游泳池救生員檢定場地，水深應達 180
公分以上。

附件二

救生員檢定科目審甄資格表
學歷

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1、取得救生教練證照後，具實際從事指導或救生工作 5 年以上經歷者。
學科 資歷（應具備資 2、具備大學助理教授資格且對相關專業科目有專研成就者。
格之一）
3、相關專業科目領域具有博士學位者。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生員檢定考試（測驗）評審者。
學歷
具高中以上學歷
1、取得救生教練證照後而具有實際從事指導或救生工作 5 年以上經歷者。
術科 資歷（應具備資 2、具備大學講師以上資格且擔任相關運動專長訓練課程之現任教師者。
格之一）
3、曾擔任國家救生代表隊執行教練且有優良表現者。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生員檢定考試（測驗）評審者。
擔任本辦法規定審甄工作者，應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規定迴避處理而不得
備註
參與自已帶訓學員之檢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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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實施計畫書（格式）
內容
一、依據。
二、實施章則（包含報名資格、收費基準、證書頒授及管理規範）。
三、提供足以確保檢定品質程序及其配套環境條件執行規劃
四、檢定授證工作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五、檢定授證工作人員（含審甄工作人員）聘僱名冊、學經歷、服務年
資及授課同意書。
六、場地設備及器材（含測試場地、水深度及機具設備等）
七、電子資料庫建構及檢定科目題庫建置之構想。
八、妥適公開資訊等事務之管理構想。
九、其他本辦法規定事項（例如附件一：申辦開放水域救生員之注意事
項）
十、其他經本會指定應備事項。

備註
應配合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影
本。

附件四

（認可團體之標章）救生員證書
認可日期字號
類別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年○○月○○日體委全字第 00000 號
認可在案。
游泳池（或開放性水域）
○○字第 0000
編號
救生員
號

姓名
出生日期 中華民國○○年○○月○○日
救生員

照片

國民身分證
統一號碼或
護照號碼

有效期間

中華民國○○年○月○日至中華民國○○年○月○日

在職專業訓練日期及
時數
效期展延期間：
其他記載事項
其他記載事項：
【委任委託或認可單位名稱】（團體理事長或受委任單位首長）姓名○○○
政院體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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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救生員授證團體認可審定會設置及審議要點
99 年 3 月 5 日體委全字第 099000043475 號令發布

一、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救生員授證團體認可審定會（以
下簡稱審定會）審議相關作業而依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定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由本會主任委員就
本會副主任委員當中擇一擔任，其他委員，得由本會遴聘相關學者專家、社會公正
人士、其他機關及本會代表擔任，負責本辦法規定認可審議事項，聘（任）期二年，
聘（任）期屆滿者，得續聘（任）之。
審定會召集人及委員職務有以其本職擔任者，應隨本職同其進退，不受前項任期
保障。
三、審定會任務如下：
（一）審查本辦法第二條第六款及第十條等規定之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取
得本辦法第二條第七款規定之受認可單位（即救生員授證團體）
（以下簡稱
受認可人）資格與否。
（二）審查前款規定受認可人資格撤銷及廢止事項。
（三）其他依本辦法及本要點規定而應由審定會審查事項。
四、本辦法第十條各款規定之申請人，應檢附本辦法第十二條各款及其相關規定
各該證明文件而於本會公告期間內依序裝釘成冊二十份送達本會。
五、依前點規定送審資料經本會初步審查而文件有待補正情形者，應訂補正期限
並通知各該申請人補正。
各該申請人應於前項補正期限內，備齊相關文件資料再行報本會審議；其逾期補
正或經通知補正不完全者，本會得逕予駁回之。
六、審定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主持議事。召集人未克出席者，應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審定會會議。但其委員以機關代表名義兼任而未能親自出席者，
得由各該機關指派代表出席。
依本辦法規定審議事項，應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ㄧ同意決
議之。得否同數，取決於主席。
審定會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由全體出席委員簽名。
七、審定會審查方式如下：
（一）以參酌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四條以下有關聽證規定召開審查會議方式辦理。
（二）申請人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指定代理人，而於前款審查會議事
程序當中，說明申請意旨、陳述意見及答詢。
（三）申請人之負責人及前款代理人於說明申請意旨、陳述意見及配合各該答詢
完畢後，應即行退席。
（四）前三款規定於審查本辦法規定受認可人撤銷、廢止及其他依本辦法規定而
應由審定會審查等事項，準用之。
八、本會審定會會議視其需要，得邀請各該相關機關團體代表或相關人員列席陳
述意見。列席人員陳述意見完畢後，應即行退席。
前項情形而另有必要者，審定會再行徵詢申請人或其他第三人。
九、依第六點規定作成之審定決議而提經本會行政程序核定者，為審定結果。
審定結果對申請人不利益者，應以本會名義依行政程序法規定發文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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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敘明理由及得提起行政救濟方式。
十、本會辦理本辦法及本要點規定認可作業而初步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
得逕予駁回，並於事後提請審定會確認，而不受前三點審查規定之限制：
（一）申請人明顯非屬本辦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之社會團體。
（二）申請人明顯非屬本辦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之社團法人。
（三）申請人經本會認可而於其認可期間屆至三個月前提出重新認可。
（四）未依規定繳納規費。
（五）經本會通知限期補正而逾期不為補正或屆期補正未完全。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準用前點第二項規定辦理。
十一、經審定會作成決議而由本會依行政程序作成認可之行政處分者，本會應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發給受認可人認可證書（格式如附件）
，並應於政府公報、本會網
站及本會門首公告。
十二、審定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其委員非屬本會人員擔任而出席審定會會議者，
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及差旅費。
十三、審定會應依規定對文件真偽及其內容記載進行查核。其有必要者，審定會
得建立通案性查核原則配合辦理之。
十四、審定會各該行政事務，由本會人員兼辦。
十五、審定會委員及參與審定工作人員，對審定過程及結果均應保守秘密。但法
令另有規定、專供公務上使用、本會已公告資料或經本會事前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六、審定會需用經費，得於本會各該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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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救生員授證團體認可證書格式】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認可證書
體委全字第 00000000 號
茲有○○○○○○○○﹝社會團體或社團法人名稱﹞為辦理《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規
定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案經本會依該辦法規定審定認可，特頒此證書，用資證明。
一、認可期間：4 年（自發證日起算）
二、認可範圍：
□游泳池救生員證
□開放水域救生員證
三、其他事項：前開認可期間屆滿或屆滿前 3 個月，應重新申請認可。

主任委員

中

華

民

○○○

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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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月

○

○

日

附錄三
預告修正「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草案
主

旨：預告修正「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教育部。
二、修正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三、「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
址：http://edu.law.moe.gov.tw），「草案預告論壇」及教育部體育署網站（網址：
http://www.sa.gov.tw），電子公告欄選項下。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地址：臺北市朱崙街 20 號。
(三) 電話：(02)87711849。
(四) 傳真：(02)27514523。
(五) 電子郵件：tip6812@mail.sa.gov.tw。
部

長

蔣偉寧

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建
立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於九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發布施行，期於泳客（消費者）
權益保障前提下，維護渠等運動安全。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作業，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已併入教育部並由教育部體育署承接其業務，有
必要修正主管機關名稱；為使各體育專業人員進修及檢定制度辦法名稱、用詞及體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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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應時空演變，部分規定為符合實務運作，致需再修正現行條文規定，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各體育專業人員進修及檢定制度辦法名稱、用詞及體例一致性，修正本辦法名稱為
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並修正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第
十二條、第十四條）
二、 配合游泳池管理規範，修正游泳池定義；並修正申請單位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本辦法採「訓練、檢定」分離原則，酌修申請人之應檢資格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考量持證後執行業務與消費者接觸機會關聯之實務，修正報考救生員消極資格之情形、
廢止態樣及其法律效果。（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十條）
五、 增訂申請救生員資格檢定之相關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 因應救生員實際發證情形，修正證書有效期間及其複訓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 修正不得再行參加救生員資格檢定之期限。（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 新增「審定會」委員性別比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九、 考量審甄資格表、換發證、申請救生員授證業務實施計畫書格式、複訓項目、方式及評
分基準等規定，為免嗣後受限修法時程及作業繁複，由本署與受認可單位簽定約定事項辦理
之。（刪除現行條文第八條、第十八條）
十、 考量受理申請單位認可、繳納規費、委任委託及救生員合格名單之公告、辦理救生員檢
定業務之公開獎勵、委任委託或認可單位之評鑑、審甄管理及題庫管理等事項，由本署另以
公函作成行政處分據以執行，而毋須以法令規定，爰刪除之。（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
十五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
十一、本辦法實施之初所訂救生員過渡條款業於一百零二年五月六日屆滿，爰刪除之。（刪
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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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

現 行 名 稱
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

說
明
配合各體育專業人員進修
及檢定制度名稱一致性，
本辦法名稱略作修整。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 第一條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配合各體育專業人員進修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救生 及檢定制度辦法內容一致
員授證及其管理事項，依據國 性，本條調整並修正文
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字。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一、 配合《游泳池管理規
下︰
下︰
範》，酌修游泳池定義之
文字。
一、 救生員：指經依本辦法規 一、救生員：指經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擔任水域救生工作資格 定取得擔任水域救生工作資格 二、 修正申請單位定義，
之體育專業人員。
之體育專業人員。
將原「民間團體」內容併
入。
二、水域︰指游泳池及開放性 二、水域︰指游泳池及開放性
水域。
水域。
三、 配合刪除原辦法第八
三、游泳池︰指具備二十五公
條，刪除「審甄」定義；
三、游泳池︰指業者用以提供
尺水道或水池總面積達五十平
及「應檢人」定義簡明，
游泳運動為經營使用目的而具
方公尺以上之封閉型運動場地
爰刪除不贅述。
備二十五公尺水道或水池總面
而其名稱為游泳池；縱其附設
積達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之封閉
型運動場地。無論其名稱是否 於其他行業或其名稱非為游泳 四、 將「受認可單位」意
使用游泳池或其他型態附設者 池者，亦同。
旨為救生員資格之檢定及
均屬之。

複訓，由體育署委由認可
四、開放性水域︰指前款游泳
之單位辦理，併入修正條
四、開放性水域︰指前款游泳 池以外之其他動態水域及靜態 文第十二條規定，不另以
池以外之其他動態水域及靜態 水域。
定義方式定之。
水域。
五、申請單位：指得依本辦法
第十條規定向本會申請認可辦
五、 申請單位：依人民團體法
理水域救生員授證業務之團
向內政部登記立案三年以上， 體。
並以從事救生員訓練、水域救
護救生為其任務之一之團體。
六、 民間團體︰指向內政部登
記設立之全國性社會團體，其
設立章程任務列有辦理救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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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證照核發者。
七、 受認可單位：指申請單位
經本會依本辦法規定認可者。
八、 審甄：指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審定合格與否及核發證照之
工作。
九、應檢人：指自然人應本辦
法規定參加受認可單位所辦理
救生員授證檢定者。
第十條 申請單位辦理本辦法
規定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者，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社會團體依人民團體法規
定成立滿三年以上，以本會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組織任
務涉有水域救生業務且組織業
務運作良好者。
二、社團法人於內政部立案滿
三年以上而其組織業務與水域
救護救生相關且組織運作良好
者。
第三條 救生員之類別及執行 第三條 救生員種類如下： 一、 本條係明定救生員類
業務範圍如下：
別及執行業務範圍，配合
一、 游泳池救生員，指依本辦 酌修文字。
一、 游泳池救生員，指依本辦 法規定之游泳池救生員檢定及
法規定之游泳池救生員檢定及 格。
二、 原現行條文第四條併
格者；僅限擔任游泳池救生勤
入本條。
二、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指依
務工作。
本辦法規定之開放性水域救生
二、 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指已 員檢定及格者。
具有游泳池救生員資格者，依
第四條 游泳池救生員，僅限
本辦法規定取得開放性水域救
擔任游泳池救生勤務工作；開
生員檢定及格者；得擔任游泳
放性水域救生員，得擔任游泳
池及開放性水域救生勤務工
池及開放性水域救生勤務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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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參加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者，
應先行具有游泳池救生員資
格。
第四條 申請救生員之檢定， 第五條 自然人年滿十八歲經
應為年滿十八歲之自然人。 訓練熟知游泳池救生相關專業
知識與技能或開放水域救生相
關專業知識與技能者，得依本
辦法規定參加救生員授證檢
定。
第五條 有下列犯罪情形之 第七條 應檢人曾犯下列罪名
一，且經判刑確定者，不得申 之一且經法院判決確定者，不
請救生員資格之檢定；已取得 得發給救生員證：
救生員資格者，撤銷之：
一、 妨害性自主罪。
一、傷害罪。但過失犯，不包
括在內。
二、 殺人罪。

本辦法採「訓練、檢定」
分離規範原則下，申請人
具備游泳池或開放水域救
生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
即得依本辦法規定參加檢
定。
考量持證後執行業務與消
費者接觸機會關聯之實
務，修正報考救生員消極
資格之情形。

二、遺棄罪。

三、傷害罪。但其屬過失者，
三、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風 不在此限。
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四、遺棄罪。

四、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相
五、 煙毒罪或違反毒品危害防
關罪名。
治條例相關罪名。
五、殺人罪。
第六條 申請救生員資格之檢
新增申請救生員資格檢定
定，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之相關證明文件。
列文件，向本部體育署（以下
簡稱體育署）或體育署認可之
申請單位（以下簡稱受認可單
位）提出：
一、 國民身分證。
二、 無違反前條規定之切結書
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第七條 前條申請，應依下列 第十七條 受認可單位辦理救 一、 申請救生員資格檢定
規定繳交費用：
生員檢定而有收取檢定費用及 之繳交費用。
證照費用之必要者，其收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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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定費用：

準上限如下：

二、 配合本部各體育專業
人員進修及檢定制度辦法
內容一致性，救生員證換
發制修改展延制。

(一) 游泳池救生員：學科測驗 一、 檢定費用：
最高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測驗
(一) 游泳池救生員：學科最高
最高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最高新臺 三、 原列於現行條文第十
七條，並調整文字。
(二) 開放水域救生員：學科測 幣一千元。
驗最高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測
(二) 開放水域救生員：學科最
驗最高新臺幣二千元。
高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最高新
二、證書費用：其屬初發或展 臺幣二千元。
延者，每件（次）新臺幣二百
元。其屬補發者，每件（次） 二、 證照費用：其屬初發或換
新臺幣五百元。
發者，每件（次）新臺幣二百
元。其屬補發者，每件（次）
前項第一款檢定費用，應包含 新臺幣五百元。
每人保險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
（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前項檢定費用，應包含每人保
之保險費。
險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含死
亡、傷殘及醫療給付）之保險
費。
第八條 救生員資格檢定，學 第六條 救生員資格檢定，依 一、 增加「測驗」文字，
科測驗成績採百分法方式計 附件一「救生員檢定科目表」，並酌修文字。
算，七十分為合格。術科測驗 以學科筆試及術科操作方式檢
以實際操作方式進行，依操作 定。其測驗題庫由本會統一製
二、 救生員證記載事項刪
方法正確程度與時間予以評定 作。
除不贅述，以附件證書格
為合格或不合格。學科及術科
式具體呈現。
檢定同時合格者，發給救生員 筆試檢定成績採百分法方式計
算，七十分為合格。
證書。
前項學科、術科測驗之項目、 術科以實際操作方式進行，依
方式及評分基準如附件一。 操作方法正確程度與時間予以
評定為合格或不合格。
第一項救生員證書格式如附件
應檢人學科及術科檢定同時合
二。
格且無本辦法規定不能取得資
格情形者，依本辦法規定取得
各該救生員資格。
第二十條
如下：

救生員證記載事項

111

一、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
託單位全銜名稱暨本會全銜名
稱及首長職銜。
二、本會認可或委任委託辦理
文件日期及其字號。其屬本會
自行辦理發證者，則免附。
三、證照類別。
四、姓名、出生日期、照片及
國民身分證統一號碼或護照號
碼。
五、有效期間。
六、在職專業訓練日期及時
數。
七、其他經本會規定應記載事
項。
本辦法所定書證格式如附件
四。
第九條 救生員證書有效期間 第十九條 救生員證有效期間
為三年，期限屆滿三個月前， 為三年，期滿失效。持證人於
救生員應經累計二十四小時以 期滿前向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
上之複訓。
任委託單位申請累計二十四小
時以上在職專業訓練課程，測
前項複訓合格者，始得申請效 驗成績合格持有證明者，得以
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三 向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委
年。
託單位申請換發新證。
前項專業訓練內容，由受認可
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併
第十二條規定向本會申請辦
理。
第十條 救生員有下列情形之 第二十一條 救生員有下列情
一者，廢止救生員之資格： 事之一者，受認可單位或本會
委任委託單位應廢止其證書，
一、取得救生員資格後，有第 並報其他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
五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任委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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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定本辦法規定之證
書有效期間及其複訓規
定。
二、 原列為於現行條文第
十九條，並調整文字。

一、 考量持證後執行業務
與消費者接觸機會關聯之
實務，修正救生員廢止之
樣態。

二、 擔任救生員，怠忽職守致 一、曾犯貪污罪且經判刑確 二、 原列為於現行第二十
泳客失蹤或死亡，且經法院判 定。
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並調
決確定者。
整文字。
二、曾犯內亂罪或外患罪且經
三、罹患精神疾病，不能勝任 判刑確定。
救生員工作。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所定罪名且經判刑確定。

四、 轉讓、出借或出租救生員
證書予他人使用。
四、曾犯前三款以外罪名且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而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
五、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
務而其原因尚未消滅。
六、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七、依民法規定受禁治產宣
告、或監護或輔助宣告而尚未
撤銷。
八、因案被通緝或遭羈押管收
中。
九、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而
不能勝任水域救生工作。
十、擔任教學或救生工作怠忽
職守而導致發生學員、遊客或
泳客傷亡且經法院判決確定
者。
十一、轉讓出借或出租證照予
其他第三人使用者。
十二、行為不檢有損服務機關
（構）名譽且經各該主管機關
查證屬實。
第二十二條 救生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本會或受認可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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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撤銷其證書，並報本會及副
知其他受認可單位或本會委任
委託單位：
一、有第七條及前條規定情
形。
二、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
條各款規定之一情形。
第十一條 救生員資格之檢定 第二十三條 經依本辦法規定
經撤銷或廢止者，體育署或受 撤銷或廢止救生員證者，不得
認可單位應通知其限期繳回救 再行參加檢定。其有依本辦法
生員證書；屆期未繳回者，註 規定撤銷或廢止者，亦同。
銷之。
其依本辦法規定擔任救生員檢
前項救生員應自撤銷或廢止之 定科目審甄人員，準用前項規
日起三年後，或罹患精神疾病 定。
經相關專科醫師認定得執行水
域救生工作者，始得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第八條 擔任救生員檢定命題
評審之審甄，其資格如附件二
「救生員檢定科目審甄資格
表」。

一、 修正不得再行參加檢
定之期限。
二、 原列為於現行條文第
二十三條，並調整文字。

一、 本條刪除。
二、 擔任救生員檢定命題
評審之審甄人員資格，列
入與受認可單位簽訂
之 約定內容，爰刪除之。

第十一條 申請單位依本辦法 一、 本條刪除。二、 本工
規定申請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 作事項係行政作業程序，
認可者，應依規定繳納規費。 由本署逕行辦理，爰刪除
之。
第十二條 體育署得將本辦法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向本會申 修正申請單位向體育署申
所定救生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 請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認可應
請認可各該應備文件，並
作，委由受認可單位辦理。 檢附文件如下：
酌修文字。
前項認可，由申請單位填具申 一、申請書。
請書，並檢附符合第二條第五
款規定之證明文件、資料及實 二、申請單位立案證書及負責
施計畫，向體育署提出。
人當選證明書影本。
前項實施計畫，應載明下列事 三、申請單位組織章程。
項：
一、檢定與複訓實施章則及程 四、救生員檢定授證業務實施
計畫書。計畫書格式及內容如
序。
附件三。
二、工作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應檢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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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文件。

三、推廣水域救護救生業務實
績。
四、 其他經體育署公告應載明
之事項。
第十三條 體育署為審查前條 第九條 本辦法規定檢定授證
業務，其辦理方式如下：
申請案，得組成審定會，置委
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一、申請單位依本辦法規定申
請本會認可。
均由體育署署長就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表聘 二、本會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
其他機關、民間團體、專業機
（派）兼之。
構辦理。

一、 酌修文字，「本會」
修正為「體育署」。
二、 新增「審定會」委員
性別比例規定。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下列事項，仍應由本會自行辦
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理：
第一項審定會設置及審議要
點，由體育署另定之。

一、 審定會成員指定及聘書發
給。
二、本辦法規定之認可業務。
三、認可證書核發。
四、其他應由本會自行辦理事
項。
第十三條 本會為辦理救生員
檢定授證業務相關作業，應遴
聘相關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
士及本會人員等組成審定會
（以下簡稱審定會）。
前項審定會設置及審議要點，
由本會另定之。
第一項審定會審議而有諮詢之
必要者，得邀請有關機關（構）
或專業人員列席說明。

前三項規定於本會有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委任委託事項者，準
用之。
第十四條 申請單位經審查合 第九條 本辦法規定檢定授證 一、 酌修文字，「本會」
業務，其辦理方式如下：
格，並經體育署核定者，發給
修正為「體育署」。
一、 申請單位依本辦法規定申
認可證書。
請本會認可。
二、 配合本部各體育專業
前項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四 二、 本會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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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要 其他機關、民間團體、專業機 人員進修及檢定制度辦法
構辦理。
者，應於屆滿六個月前，向體
內容一致性，「重新認可」
下列事項，仍應由本會自行辦
育署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
修改「展延」制。
理：
為三年。
一、 審定會成員指定及聘書發
體育署得至受認可單位辦理受 給。
認可事項之查核工作。
二、 本辦法規定之認可業務。
三、 認可證書核發。
四、 其他應由本會自行辦理事
項。
第十四條 救生員檢定授證業
務申請認可案件經審查合格
者，由本會發給認可文件；其
經審查不符規定者，應不予認
可，並敘明理由通知之。
前項認可期限為四年，期滿應
重新申請認可。
受認可單位辦理相關業務時，
應編組工作小組，確實執行相
關事務。
第十五條 本會得視實際需
要，督導、瞭解或抽查受認可
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辦理
本辦法規定業務單位執行狀
況，每年並對各單位辦理業務
評鑑。
第十五條 受認可單位有下列 第十六條 受認可單位或本會
情形之一者，體育署限期改善 委任委託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
而未改善者，除廢止其認可 者，本會應廢止認可或終止委
外，並自廢止認可之日起四年 任、委託並公告之：
內，停止受理該單位申請認可
或展延：
一、 拒絕本會抽查。

為使辦法規定符合其它法
令規定及實務運作，修正
受認可單位之退場及禁制
機制。

一、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二、各該年度所檢定授證人員
數中隨機抽測百分之十而其不
二、違反約定事項，且情節重 合格率達百分之二十者。
大。
經依本辦法規定廢止認可或終
三、各該年度所授證數中（所 止委任委託者，三年內不得核
有有效證含複訓換證等）隨機 予認可或重行委任委託。
抽測百分之十而其不合格率達
百分之二十者。
四、未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為
應檢人投保或超收費用。
五、未依第十二條所定之實施
計畫執行。

第十八條 救生員證有滅失遺
失或毀損者，應向原核發之單 一、 本條刪除。
位申請補（換）發。其應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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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如下
一、 申請書。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本工作事項係行政作
業程序，由本署逕行辦
理，爰刪除之。

三、 滅失、遺失或毀損相關證
明文件。其無者，得免附。
四、 切結書。
五、 二吋相片二張。
六、 證書補（換）發費用收據。
七、 其他經本會指定證明文
件。
第二十四條 本會依本辦法規
定受理申請單位認可、委任委
託及救生員合格名單，應於政
府公報、本會網站及本會門首
公告。其有依本辦法規定撤銷
或廢止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救生員、受認可
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及其
所屬業務執行人員，辦理救生
檢定績效優良或執行業務績優
者，本會應予公開獎勵。
第二十六條 本會依本辦法規
定撤銷或廢止認可或終止委任
委託者，對其已核發之救生員
證後續複訓等相關事項，本會
得自行辦理或委託其他受認可
單位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辦
理。
第二十七條 受認可單位於本
辦法施行前，已核發救生員證
照者，其效期依證照原列效期
規定。其有未列效期或效期逾
三年者，以本辦法施行後三年
為限。申請規定資格而依本辦
法規定提出認可申請且於尚待
本部認可結果期間者，亦同。
前項既有持證人於期限屆滿前
依第十九條規定向受認可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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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條刪除。
二、 本工作事項係行政作
業程序，由本署逕行辦
理，爰刪除之。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工作事項係行政作
業程序，由本署逕行辦
理，爰刪除之。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工作事項係行政作
業程序，由本署逕行辦
理，爰刪除之。

一、 本條刪除。
二、 落日條款業於一百零
二年五月六日屆滿，爰本
條刪除之。

或本會委任委託單位申請在職
專業訓練合格者，得準用本辦
法有關救生員發證規定，據以
換發新證。其他未規定事項，
應由受認可單位依本辦法相關
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八條 依本辦法規定受 一、 本條刪除。
本會委任委託或認可單位之評
鑑（含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
二、 本工作事項係行政作
等）、審甄管理及題庫管理等
業程序，由本署逕行辦
事項，由本會另定之。
理，爰刪除之。

第十六條
行。

前項規定事項，本會得委任所
屬下級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
（構）、團體辦理。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條況變更，並酌作修正。
施行。但第十一條有關規費繳
納規定自本辦法發布一年後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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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
教育部 103 年 02 月 17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30004361B 號 令修正

第

一 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救生員：指擔任水域救生工作之體育專業人員。
二、水域︰指游泳池及開放性水域。
三、游泳池︰指具備二十五公尺水道或水池總面積達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供游泳為
使用目的之封閉型運動場地。
四、開放性水域︰指前款游泳池以外之其他動態水域及靜態水域。

第

三 條
救生員之類別及執行業務範圍如下：
一、游泳池救生員：以在游泳池為限，擔任救生員工作。
二、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在游泳池或開放性水域，擔任救生員工作。

第

四 條
申請救生員之檢定，應為年滿十八歲之自然人；申請
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檢定者，並應具有游泳池救生員資
格。

第

五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定，或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直轄市、
（市）
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詢後，認定不能執行業務者，不得擔任救生員；
已取得救生員資格者，撤銷之：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
三、犯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
章之罪。
四、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五、犯殺人罪。

第

六 條
申請救生員資格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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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向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提出：
一、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無違反前條規定之切結書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三、申請開放性水域救生員之檢定者，並應檢附游泳池救生員證書。
第

七 條
前條申請，應依下列規定繳交費用：
一、檢定費用：
(一)游泳池救生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測驗，新臺幣一千元。
(二)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五百元；術科測驗，新臺幣二千元。
二、證書費用：初發或展延者，每件新臺幣二百元；補發者，每件新臺幣五百元。
前項第一款術科測驗檢定費用，包括每人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保
險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之保險費。

第

八 條

第六條申請經審查合格者，得參加學科測驗；學科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得參術

科測驗；術科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發給救生員證書。
前項學科、術科測驗之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由體育署公告之。第一項救生員證書格式，規
定如附件。
第

九 條

救生員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限屆滿三個月前，經累計二十四小時以上之複訓

合格者，得申請證書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三年。
前項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由體育署公告之
。
第

十 條

救生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工作倫理規範：
(一)於執行救生員工作時段，應專職執行水域救護救生工作，不得於同時間有
執行其他工作情形。
(二)隨時觀察游泳者身心狀況及情緒反應，作妥適處理。
(三)定期參加相關安全講習活動。
(四) 對游泳者不得有性騷擾疑慮之行為。
二、游泳者發生重傷、失蹤或死亡事故者，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理，並於事故發生時
起三小時內通報事故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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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救生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其資格：
一、取得救生員資格後，有第五條規定情形之一。
二、擔任救生員，怠忽職守致游泳者失蹤或死亡。
三、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四、轉讓、出借或出租救生員證書予他人使用。

第十二條

救生員資格經撤銷或廢止者，體育署應通知其限期繳回救生員證書；屆期未繳回者，
註銷之。
救生員經依前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廢止資格者，自廢止之日起三年後，或已無罹
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之情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
二人以上諮詢後，認定得執行救生員工作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第十三條

體育署得將本辦法所定救生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作，委由相關專業團體辦理。

前項專業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內政部登記立案三年以上，以從事救生員訓練或
水域救護救生為任務之一之團體。
前項專業團體申請認可辦理救生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作，應填具申請書，檢具符合
前項規定之證明文件、實施計畫，並繳納審查費新臺幣三千元，向體育署申請認可。
前項實施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檢定與複訓實施章則及程序。
二、工作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場地設施、設備及器材。
四、推廣水域救護救生業務實績。
五、其他經體育署公告應載明之事項。
第十四條

體育署為審查前條第三項申請認可案及第十五條第二項認可證書效期申請展延案，

得組成審議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連同其餘委員均由體育署署長就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表聘（派）兼之。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第十五條

相關專業團體經體育署審查合格並核定者，發給認可證書。
前項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於屆滿六個月前，繳
納審查費新臺幣三千元，向體育署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最長為三年。

體育署得派員至受認可團體辦理認可事項之查核，受認可團體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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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受認可團體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除廢止其認可外，並自廢
止認可之日起四年內，停止受理該團體申請認可：
一、違反本法、本辦法、水域、森林、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消費者保護等有關
法令。
二、違反約定事項，且情節重大。
三、未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為應檢人投保或超收費用。
四、未依第十三條第四項所定之實施計畫執行。
五、違反前條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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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證書
受認可團體
名稱
游泳池（或開放性水域）救生
救生員證書類別

證書編號

○○字第0000號

員
姓名

性別

出生
中華民國○○年○○月○○日
日期
救生員

照片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
號碼

有效期間

中華民國○○年○月○日至中華民國○○年○月○日

在職專業訓練日期
及時數
效期展延期間：
其他記載事項
其他記載事項：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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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術科測驗暨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
中華民國103年3月19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030008172A號公告

主

旨：公告「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術科測驗暨複訓之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

依

據：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8、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各救生員授證團體辦理資格檢定測驗暨複訓工作，應依教育部「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
術科測驗暨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辦理之。
二、本案另載於本署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sa.gov.tw/）網頁。
署

長

何卓飛

(一) 救生員學／術科測驗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
類別

學科

術科

游泳池

一、救生概論。

基本能力

救生員

二、游泳池安全常識。

泳、擡頭蛙泳、側泳、救生仰

三、急救。

泳）分別各游50公尺，5分30

一、救生四式游法（擡頭捷

秒內完成。
二、仰漂及踩水各3分鐘。
救援能力

一、徒手游泳25公尺，潛入水
底拉起假人後，帶假人游泳25
公尺，1分40秒內完成。
二、徒手潛泳20公尺。

急救能力

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
復甦姿勢、水域脊椎受
傷處理、體外自動心臟去顫器
（A.E.D）操作

開放水域救

一、救生概論。

一、開放水域游泳300公尺，8分30秒內完成。

生員

二、開放水域安全常

二、救援板救援300公尺，8分30秒內完成。

識。

三、浮標救援300公尺，9分鐘內完成。

三、急救。

四、救援艇救援300公尺，6分鐘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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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勢、
脊椎受傷處理。
應注意事項

一、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科目之操作方法正確程度與操作時間多寡，因
其應有技能種類，其等技術正確程度評定為合格基準與否等，得由相關
專業團體於實施計畫提出規劃構想供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審議，而其經體育署審定通過後列入各該受認可團體應遵守義務範圍。
其未經體育署認可者，不得辦理此部分（例如：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
工作。
二、術科檢定當時，應全程錄影存證。
三、游泳池救生員檢定場地，水深應部分達180公分以上，踩水及仰漂
應於深水區實施（離島地區如尚無部分達180公分以上游泳池前，則至
少須於現有泳池深水區施測）。
四、術科所需檢定器材應符合或高於國際救生總會公布之規格與作業程
序之要求。
例如：假人灌水後重量須達37kg以上，且應置於深度180公分處；
實施CPR需以儀器功能足以呈現檢出效果，而非僅以模擬施作。
五、開放水域救生員術科測驗於溪河實施檢定時，應加考繩索省力系統
裝置。
六、審酌水域救生之特性要求，科目間具有重要之關聯，單項不及格者
不得補考，應於下一梯次重新參與檢定。
七、學科採「是非、選擇」題型各25題，合計50題應試時間50分為原則；
例外情形由受認可團體敘明原因及擬予延長時間陳報體育署

(二) 救生員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
１、游泳池救生員
(１) 複訓時數：學科能力應達6小時、急救能力應達8小時、基本能力及救援能力應達10小時，
共計24小時。
(２) 複訓科目之評分基準：比照救生員檢定科目表游泳池救生員規定。
２、開放水域救生員
(１) 複訓時數：學科能力應達6小時、急救能力應達8小時、基本能力應達5小時及救援能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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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5小時，共計24小時。
(２) 複訓科目之評分基準：比照救生員檢定科目表開放水域救生員規定。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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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1 月 23 日)
第 1 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
第 2 條
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
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
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
；其考試種類，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前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基準、認定程序、認定成員組成
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第 3 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二等，每年或間年舉
行一次考試。但得視考試類科需要增減或暫停辦理之。
為應特殊需要或職業管理法律對曾從事該種類業務人員之特別規定，得限
期舉行特種考試；其分等比照高等考試、普通考試。

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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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考試種類認定辦法
訂定時間：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應以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
培養過程所獲得之特殊學識或技能，及須具執業資格始得執行業務為基
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所從事業務或提供服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
利有直接重大密切相關，及對人民工作權之影響。
二、執行業務具自主性、自律性及專屬不可替代性，強調親自執行並對
其服務親負其責。
三、紛爭責任鑑定具專業性與困難度。
第三條
為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事宜，考選部應成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諮詢委員會），辦理新
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案件之諮詢及建議事項。
諮詢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考選部政務次長兼任；常任委員七人至
十一人，由考選部部長遴任。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其組成如下：
一、學者、專家三人至五人。
二、考選部代表四人至六人。
諮詢委員會應視會議及案件性質需要增聘相關機關及專業領域之學者、
專家擔任委員，人數七人至十一人。必要時，並得視議題性質分組召開
會議。
諮詢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考選部簡任人員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
，綜理會務；所需工作人員，由考選部員額內派兼之。
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與議案有關機關派員列席。必要時，並得邀
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列席，提供意見。
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但由學者、專家擔任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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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列席之學者、專家，得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四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各職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議新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應依
第二條要件擬提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需求說明書（如附件
一），同時應填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審查表（如附
件二）及佐證資料行文考選部。
二、考選部收到職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函後，由諮詢委員會主任
委員邀請相關領域委員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公聽會，彙整各方
意見及配套措施後，並加具意見提會審議。
三、審議結果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審定之。
四、經審定為新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職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擬具職業管理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第五條
諮詢委員會開會時，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其指
定常任委員一人為主席。
諮詢委員會開會時，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方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但第三條相關機關代表擔任之委員，得指定代理人出
席，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第六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之案件，提諮詢委員會審議結果，經
考選部部長核定，並報請考試院審議通過後，送請有關機關查照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四條之附件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需求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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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現況調查現代化教育或訓練所獲得之學識或技能職業管理制度規劃
一、國外各先進國家同類證照現況?
二、國外各先進國家該專業證照與該國人口比率為何?
三、國內現有執業現況為何?未來10年該項專業人力需求為何？
四、現有執業人員教育背景與總人數為何？
五、是否有國際公約拘束？是否境外執業？
六、公務人員考試有無類似或相對應之類科？
第貳章、現代化教育或訓練所獲得之學識或技能
一、目前有那些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
二、每年畢業人數為何?已有多少畢業人數?
三、依據核心職能相關專業領域、核心課程要求為何？
四、是否可經長期累積之培養過程獲得並能系統化保存及傳承的特殊學識或技能？
五、領取執業證照前實務訓練或工作經驗需求為何？
六、該科系或相關科系畢業生，目前就業狀況為何？
第參章、職業管理制度規劃
一、所從事之業務符合重要公益與迫切性之程度
（一）公共利益相關之密切性(重大、中度、輕微)為何？
（二）國民生命、身體相關之密切性(重大、中度、輕微)為何？
（三）財產權利相關之密切性(重大、中度、輕微)為何？
二、紛爭或責任鑑定之困難程度
（一）事後紛爭傷害程度（大、中、小）為何？
（二）回復原狀之困難度（難、中、易）為何?
（三）責任鑑定之困難度（難、中、易）為何?
三、業務範圍壟斷性
（一）執業範圍為何？
（二）核心職能為何？
（三）非專屬業務範圍部分是否與其他證照業務有重疊現象？有無明確區分？
（四）是否有簽證制度？簽證項目是否明確?是否已擬有簽證規則草案？
（五）無證照者執業之刑事罰（如徒刑與罰金等）或行政罰（如罰鍰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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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業自主性、自律性與理想性
（一）是否要求籌組公會?
（二）是否具專屬不可替代性，強調親自執行並對其服務親負其責？
（三）是否有相關職業倫理規範或教材等？
（四）是否強調職業之理想性與人文關懷？
（五）有證照者執業違反執行業務規定之刑事罰（如徒刑與罰金等）或懲戒（警告至廢照不同
程度）為何？

附件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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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求說明書

申請認定單

頁次索引

位需求簡述

認定指標項目

審查結果

一、現況調查
（一）國外各先進國家同類證照現況?
（二）國外各先進國家該專業證照與該國人口比率
為何?
（三）國內現有執業現況為何? 未來10年專業人力
需求為何?
（四）現有執業人員教育背景與總人數為何？
（五）是否有國際公約拘束？是否境外執業？
（六）公務人員考試有無類似或相對應之類科？
二、現代化教育或訓練所獲得之學識或技能
（一）目前有那些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
（二）每年畢業人數為何?已有多少畢業人數?
（三）依據核心職能相關專業領域、核心課程為
何？
（四）是否可經長期累積之培養過程獲得並能系統
化保存及傳承的特殊學識或技能？
（五）領取執業證照前實務訓練或工作經驗需求為
何？
（六）該科系或相關科系畢業生，目前就業狀況為
何？
三、職業管理制度規劃
（一）所從事之業務符合重要公益與迫切性之程度
1.公共利益相關之密切性(重大、中度、輕微)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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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生命、身心健康相關之密切性(重大、中度、
輕微) 為何？
3.財產權利相關之密切性(重大、中度、輕微)為
何？
（二）紛爭或責任鑑定之困難程度
1.事後紛爭傷害程度（大、中、小）為何？
2.回復原狀之困難度（難、中、易）為何?
3.責任鑑定之困難度（難、中、易）為何?
（三）業務範圍壟斷性
1.執業範圍為何？
2.核心職能為何？
3.非專屬業務範圍部分是否與其他證照業務有重
疊現象？有無明確區分？
4.是否有簽證制度？簽證項目是否明確?是否已擬
有簽證規則草案？
5.無證照者執業之刑事罰（如徒刑與罰金等）或行
政罰（如罰鍰等）為何？
（四）執業自主性、自律性與理想性
1.是否要求籌組公會?
2.是否具專屬不可替代性，強調親自執行並對其服
務親負其責？
3.是否有相關職業倫理規範或教材等？
4.是否強調職業之理想性與人文關懷？
5.有證照者執業違反執行業務規定之刑事罰（如徒
刑與罰金等）或懲戒（警告至廢照不同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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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職業訓練法(摘要部分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實施職業訓練，以培養國家建設技術人力，提高工作技能，促進國民就業，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 3 條
本法所稱職業訓練，指為培養及增進工作技能而依本法實施之訓練。
職業訓練之實施，分為養成訓練、技術生訓練、進修訓練及轉業訓練。
主管機關得將前項所定養成訓練及轉業訓練之職業訓練事項，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職業
訓練機構、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或事業機構辦理。
接受前項委任或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資格條件、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4 條
職業訓練應與職業教育、補習教育及就業服務，配合實施。
第 4-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
範與辦理職業訓練等服務資訊，以推動國民就業所需之職業訓練及技能檢定。
第 二 章 職業訓練機構
第 三 章 職業訓練之實施
第 一 節 養成訓練
第 二 節 技術生訓練
第 三 節 進修訓練
第 四 節 轉業訓練
第 四 章 職業訓練師
第 五 章 事業機構辦理訓練之費用
第 六 章 技能檢定、發證及認證
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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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技能水準，建立證照制度，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技能檢定。
前項技能檢定，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或委辦有關機關（構）、團體辦理。
第 31-1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全國性專業團體，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技能職類測驗能力之認證。
前項認證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專業認證機構辦理。
前二項機關、團體、機構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審查費數額、認證職類、等級與期間、終止
委託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1-2 條
依前條規定經認證之機關、團體（以下簡稱經認證單位），得辦理技能職類測驗，並對測驗合
格者，核發技能職類證書。
前項證書之效力比照技術士證，其等級比照第三十二條規定；發證及管理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32 條
辦理技能檢定之職類，依其技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分甲、乙、丙三級；不宜分三級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33 條
技能檢定合格者稱技術士，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發給技術士證。
技能檢定題庫之設置與管理、監評人員之甄審訓練與考核、申請檢定資格、學、術科測試委託
辦理、術科測試場地機具、設備評鑑與補助、技術士證發證、管理及對推動技術士證照制度獎
勵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技能檢定之職類開發、規範製訂、試題命製與閱卷、測試作業程序、學科監場、術科監評及試
場須知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規則定之。
第 34 條
進用技術性職位人員，取得乙級技術士證者，得比照專科學校畢業程度遴用；取得甲級技術士
證者，得比照大學校院以上畢業程度遴用。
第 35 條
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別之事業機構，應僱用一定比率之技術士；其業別及比率由行政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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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摘錄部分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職業訓練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稱技能檢定規範，係指技能檢定之範疇、檢定級別、工作項目、技能
種類、技能標準及相關知識等事項，並作為學、術科測試試題命製之依據與範圍。
第 二 章 職類開發
第 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國家經濟發展政策、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就業市場需求，辦理技能檢定職
類開發與調整。
前項技能檢定職類開發與調整，得委託有關機關 (構) 、團體辦理。
第 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優先辦理職類開發與調整：
一、依法令規定需僱用技術士者。
二、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者。
第 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辦理職類開發：
一、應納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者。
二、依法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者。
三、知識與技術尚缺乏客觀評量標準者。
第 6 條
相關專業團體、機關（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技能檢定職類開發與調整建議案。
前項建議案應包括開發職類名稱、開發理由、預期效益、就業市場人力供需狀況、職類工作範
圍與主要工作項目等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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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工會法(摘錄部分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工會為法人。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工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輔導、監督。
第 4 條
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及依法監督之軍火工業員工，不得組織工會；軍火工業之範圍，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
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公務人員之結社組織，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5 條
工會之任務如下：
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勞資爭議之處理。
三、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
四、勞工政策與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動。
五、勞工教育之舉辦。
六、會員就業之協助。
七、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八、工會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十、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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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合於第一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
第 二 章 組織
第 6 條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工會：
一、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
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二、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業工會，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為組織區域。
第 7 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組織之企業工會，其勞工應加入工會。
第 8 條
工會得依需要籌組聯合組織；其名稱、層級、區域及屬性，應於聯合組織章程中定之。
工會聯合組織應置專任會務人員辦理會務。
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聯合組織，其發起籌組之工會數應達發起工會種類數額三分之一
以上，且所含行政區域應達全國直轄市、縣（市）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第 9 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所組織之各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
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同種類職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
第 10 條
工會名稱，不得與其他工會名稱相同。
第 11 條
組織工會應有勞工三十人以上之連署發起，組成籌備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擬定章程及召開成
立大會。
前項籌備會應於召開工會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及理事、監事名冊，向其
會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請領登記證書。但依第八條規定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籌
組之工會聯合組織，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登記，並請領登記證書。
第 12 條章程之記載事項(略)
第 三 章 會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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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職業工會分業標準表(擇列體育運動相關者)

內政部73年8月17日台內勞字第246098號令頒布施行
內政部76年6月11日台內勞字第502928號令修正施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1月1日台勞資字第11337號函修正施行(含歷30次)修正施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9年12月16日勞資1字第0990126663號令修正施行
職業工會分業標準表
項次

種類

組織成員

備註

148

運動場所服務

凡在運動場所從事服務工作之勞工屬之。

運動服務各業勞工已具備成立工會要
件者，可分別成立工會。
高爾夫球場服
149

凡在高爾夫球場從事服務工作之勞工屬之。
務
凡從事體育用品製造、加工、運送之勞工屬

167

體育用品服務
之。
凡從事各種球類、球具器材等加工、代工之 本類己成立者維持不變，欲新成立者

260

運動器材加工
勞工屬之。

併入「體育用品服務」。

職業棒球各球團簽有合約之球員、練習生屬
344

職業棒球員

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增列。
之。
職業籃球各球團簽有合約之球員、練習生屬

345

職業籃球員

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增列。
之。

346

裁判

凡各項運動比賽領有證照之裁判屬之。

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增列。

419

職業潛水人員

實際從事潛水作業領有職業技術士證者。

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增列。

水上活動服務

凡從事水上摩托車、浮潛、拖曳傘、香蕉船、

人員

遊艇等水上活動服務之勞工屬之。

429

九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增列。

凡具有救生合格證照從事救生工作之勞工
489

救生員

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增列。
屬之。

492

體育運動教練

凡領有證照從事體育運動教練工作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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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增列。

屬之。
506

武術指導技藝

凡從事武術指導技藝之勞工屬之。

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增列。

［補充說明］
1.產業工會之組織，不受本表分類之限制，悉依工會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
2.職業工會之組織，悉依本表辦理。本會視實際情況每半年檢討修正乙次。本表實施前已成立
者，仍維持不變。但已成立之工會招收新會員仍應依本表規定辦理。
3.除自營買賣為本業兼從事該買賣相關勞動工作者不得加入工會外，凡未僱用有酬受僱人員幫
同工作，並以各該技術賺取工資等類似收入維持生活之自營作業者，得組織或加入職業工會。
4.本表所列各類職業工會，其組織成員之勞工，除前項規定外，係指「受僱從事各該職業為其
本業，並以獲取工資、薪津或其他以計件、計時、計程等類似收入維持生活者而言」。
5.本表所列各類職業工會，其組織成員之從業資格，依有關法令規定，需領有執業證照等證明
文件者，仍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取得該證明文件，始可加入職業工會。
6.地方主管機關、工會（含籌備會）對職業工會之發起人及會員資格應從實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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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定各類體育專業人員檢定授證相關法規參考原則
94年9月8日體委綜字第0940018057號函頒
(一)、目的與定位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或修
正各類各級體育專業人員檢定及授予體育專業人員證照之法規命令，應參考本原則為之。
本原則所定體育專業人員證照檢定之種類及優先順序，不以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
細則）第五條前段規定所列舉七種為限，亦得視實際情形而依本細則第五條後段「其他以體育
為專業之從業人員」規定訂定之。
(二)、範圍
本原則所稱體育專業人員證照，指本會自行或委託受託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受託單位）
辦理之證照。
(三)、法制程序
各類體育專業人員檢定授證（以下簡稱檢定授證）法規，應明定得由本會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
前項檢定授證由本會自行辦理者，其程序應比照本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四)、受託單位之選定
得經由本會評選，以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1.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委託其他不相隸屬之政府機關
辦理。
2.依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委託依法設立之全國性體育團體或已立案之大學體
育專業相關系所辦理。
前項委託，應以行政程序法有關「行政契約」規定為之。
第一項受託單位之選定，其評選方式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並得比照政府採
購法規定之評選方式辦理。其屬同一類別者，亦得同時或先後委託二個以上受託單位為之。
(五)、各類體育專業人員之定義及工作範圍
等均應明確，且互不牴觸。
(六)、同類體育專業人員分級
得區分為初級、中級及高級等三級。但本會仍得衡量國際體育趨勢、國內社會脈動、各種體育
運動發展及實際需求等情形增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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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級別就其所應具知能之專精程度，區分如下：
1.初級：具備應用、熟知該類人員相關專業知能及熟練執行之能力。
2.中級：具備應用、分析該類人員相關專業知能及熟練執行、指導之能力。
3.高級：具備應用、分析、綜合、評鑑該類人員相關專業知能及熟練執行、指導、監督之能力。
(七)、各類各級體育專業人員之資格檢定方式：
1.學科測驗及格。
2.術科測驗及格。
3.經實習合格。
4.其他檢定方式合格。
前項應經學科、術科測驗之項目及實習期間，應於法規中明定。
第一項第一款「學科測驗」為必要辦理方式；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方式為非必要辦理方式。
(八)、得免學科、術科測驗、實習或其他檢定方式者，其消極性構成要件應明定之。
(九) 消極資格
申請應檢定人員（以下簡稱應檢人）不得申請參加檢定者，應明定其消極性構成要件。得包括
下列情形：
1.應檢人曾犯刑事上罪名且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者。但其經判刑確定之日起已逾六年者，不在此
限。
2.應檢人曾參加檢定而有舞弊情事，且有確實證據者。但自舞弊發生最後之日起已逾三年者，
不在此限。
3.其他消極性構成要件。但應明定「已逾○年者，不在此限」。
所稱刑事罪名，得視證照性質不同，參考本會已發布之體育專業人員授證辦法。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八條規定。考試院或其他機關所定之各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術士之
職業管理法規規定定之
(十)積極資格
應檢人之其他資格，得明定包括年齡、學經歷及健康條件等。
(十一)辦理檢定次數或密度
檢定以每年或間年一次辦理之。必要時，得視實際需求情形增減之。
檢定及格人員名冊，受託單位應依實際辦理情形，按季、按半年或按年陳報本會核備存查。
(十二)核發與揭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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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人經第七點規定方式全部合格者，應由本會或受託單位授予體育專業人員證照。
受託單位對於辦理檢定授證合格之體育專業人員名冊，應於授證後一個月內，依本會指定方式
公告之。
(十三)效期與複訓展期
證照有效期限為六年，其有特殊需求者，得縮短之。但以二年為最低下限。
前項有效期限內，體育專業人員應完成累積最低三十小時之相關訓練課程。
體育專業人員完成前項課程者，本會或受託單位應於規定期限內，予以校正或換發新證。
經前項校正或換發新證者，其證照有效期間應重新起算。
第二項體育專業人員三十小時以上訓練課程，由本會指定並公告之。
第二項至前項訓練課程之辦理單位，得比照本原則委託辦理。本檢定受託單位，亦得為訓練單
位。
(十四)證照補發
證照毀損或滅失者，得向本會或原受託單位申請換（補）發。
前項向本會申請換（補）發者，本會得指定原受託單位或其他受託位辦理之。
(十五)終止委託
受託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得終止委託、刪減委託費用或停止辦理一定期間之檢定：
1.對應檢人申請文件有虛偽或不實記載事項未為妥善處理，而其虛偽或不實記載事項足以影響
申請結果者。
2.對應檢人應檢時，違反檢定規定，未能適時作成適當處置，且經查證屬實者。
3.因辦理檢定人員或設備不足，致無法及時有效執行檢定業務者。
4.授證有虛偽或不實者，且經查證屬實者。
5.不依檔案法或本會規定，保存相關文件資料者。
6.拒絕本會檢查或未依本會要求於期限內改善者。
7.其他違反相關法令事項，情節重大，且經查證屬實者。
(十六) 撤照
應檢人有前點各款情形而取得證照者，受託單位應撤銷其證書。其未為撤銷者，本會得自行撤
銷之。
應檢人於接受檢定前或接受檢定當時，經發覺有報名事項不實，致其應檢資格不符，或其他違
反檢定規範行為者，本會或受託單位應禁止其繼續參加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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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廢照
體育專業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由本會或原受託單位廢止其證照資格：
1.執行職務，怠忽職守，致他人死亡、失蹤逾一年或重傷害者。
2.租借、轉讓、質押予其他第三人使用或為其他不當使用證照者。
3.檢定合格後，發現有第九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者。
4.未依規定辦理校正或換照者。
5.其他應廢止其證照資格之情形者。
體育專業人員經本會或原發證單位廢止其證照資格，而未依規定期限繳回原持有證照文件者，
本會或原發證單位應公告註銷。
(十八)規費
本會就檢定辦理或證照發給，得配合規費法規定訂定相關收費標準，帳目應清楚，宜自給自足，
收支平衡。其為委託辦理者，亦同。
(十九) 平等互惠原則之承認與換照
持有外國證照，而其證照性質及等級水準經本會審核與各類各級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規定相
當者，得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承認其資格，並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換照。
(二十)過渡條款
前已領有我國體育團體所核發證照，而其性質、訓練時數及水準等，經本會審核與各類各級體
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規定相當者，本會得承認其資格，並於規定期限內，由本會或本會委託之
受託單位辦理換照。
前項情形，本會得先行調查前已領有我國體育團體所核發之證照性質及持有各該證照人員數量
多寡，並得明定相關過渡條款。
(二十一)、本會訂定各類體育專業人員檢定授證相關規範，應注意不與相關法令牴觸或避免重
複規定。
(二十二)、本會已訂定發布各類體育專業人員檢定授證辦法，其規定與本原則不符，而有配合
修正之必要者，依修法程序積極辦理。
(二十三)、本原則所稱證照，不包括由民間自行發展辦理之民間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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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法 制 作 業 流 程

１、業務上政策分析，蒐集相關資料、參考法規或案例，作成討論議題。
一、研提法案初稿

２、開會研商（含座談會或諮詢專家學者意見），擬議條文初稿。

１、蒐集與法案規範事項相關機關之意見。
二、會商有關機關
(或函請提供書面意見)

２、意見之統合或政策分析。
（意見有重大分歧，難以
統合時，視情況再酌本會政策取向）

備妥提案新訂法規之總說明、逐條說明（修訂

三、提主管會報討論

案之新舊條文對照表）。

１、 無需舉行聽證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規定，公

四、草案公告或
舉行聽證

告下列事項：訂定機關名稱、訂定依據、草案全文或
其主要內容、民眾得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期間。
２、 本於職權或依法舉行聽證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六
條規定，公告下列事項：訂定機關名稱、訂定依據、
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聽證之日期、場所及主要程
序。

１、彙整、紀錄民眾陳述之意見及採或不採之理
五、就民眾陳述或聽證意見，再評估或
調整草案內容。

由。
２、研提修正後之草案。

六、提請法規會審議

重要法案應提本會法規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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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案應提本會委員會核議（或報告）。
七、提請本會委員會核議 (或報告)

（因情況緊急，得簽奉主任委員核可而不經第六、七之程序。）

八、發布程序或陳報行政院
由主管業務處簽（*若需通報，請依規定程序辦理通報，並知會法規會）
審議，屬法律案則需報行政
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附錄十四

游泳池管理規範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95年4月14日體委設字第09500065633號令發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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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96年5月10日體委設字第09600091421號令發布修正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4月25日體委設字第10100106073號令發布修正
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102年3月11日臺教體署設（二）字第10200073802號令發布修正，並自102年1
月日生效

一、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為輔導公
私立游泳池經營者（以下簡稱業者）善盡管理責任，提供消費安全，確實保護消費者
權益，特訂定本規範。
二、（刪除）
三、 本規範所稱游泳池，指業者用以提供游泳運動為經營使用目的而具備二十五公尺水
道或水池總面積達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之封閉型運動場地。無論其名稱是否使用游泳池
或其他型態附設者均屬之。
非屬營業性質之公共游泳池或學校游泳池，其管理得準用本規範。
前項水道或水池而非以提供游泳運動為經營使用目的或未具備游泳池功能之各該水域設
施者，另依其他各該主管機關規定管理之。
四、 游泳池經營，應依規定辦理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並載明相關營業項目。但非
營業性公共游泳池或學校游泳池，不在此限。
五、 游泳池各該場地建築設施、室內空氣調節設備、消防設施及商業登記等事項，均應
符合建築法、消防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六、游泳池、涉水池及其他附屬水池之衛生，應符合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標準。
七、業者各該應主動公告事項如下，同時於現場有中英文完整標示：
(一) 游泳池水質、水溫及水深現況。
(二) 游泳池使用水質處理方法及用品名稱。
(三) 以明顯方式公告使用人安全注意事項及禁止事項。
八、業者應以各該水池總面積而有依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規定授證之救生員親自
在場執行業務，其救生員配置方式分別如下：
(一) 未達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者：最少配置一名。
(二) 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七百五十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二名。
(三) 七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三名。
(四) 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至少配置四名。
147

前項水池（含兒童池、附設之滑水道緩衝池及水療池等）面積，配置於同一場域且目視
可及者，得合併計算。但其非屬同一場域或同一場域而目視不可及者，則應分別單獨計
算。
游泳池附設滑水道者，其救生員配置方式分別如下，其與第一項規定之救生員配置，應
分別計算：
(一) 於終點增置救生員一名。
(二) 於起點配置專責管制人員一名，管制使用人進入水道次序及人數密度。
九、游泳池應備妥各種救生器材分別如下，同時應隨時檢查補充，且不得逾各該有效使
用期限：
(一) 救生浮具。
(二) 救生繩。
(三) 救生竿。
(四) 浮水擔架。
(五) 人工呼吸器。
(六) 其他經本署指定者。
十、 游泳池鍋爐設備及水質處理作業之操作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均應依各該法令主管
機關規定參加各種訓練、講習或取得證照。其證照有效期規定者，業者應併同注意及
自主檢查。
十一、業者應為每位消費者投保公共意外險，其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三百萬元。
十二、業者應就下列各該檢查項目分別先行訂定自主管理計畫，陳報各該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核備，其嗣後有所修正者，亦同。
每日營業前，應自行依據前項自主管理計畫實地進行檢查管理且作成檢查紀錄保存三個
月以上，備供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到場抽查：
(一) 環境衛生：
１、環境清理。
２、排水溝。
(二) 週邊設施：
１、更衣室。
２、沖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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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廁所。
４、急救設備。
(三) 水質管理：
１、換水（或水循環）及投藥作業。
２、水質澄清度及臭氣。
３、酸鹼質。
４、餘氯。
(四) 空氣品質管理。
(五) 噪音管理。
(六) 病媒防除。
(七) 各該從業人員健康管理。
十三、游泳池提供游泳訓練班者，應遵守下列管理事項。但學校附設游泳池而教育法令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 學員為七歲以下者，學員教練最低比例為五比一。
(二) 學員為七歲至十歲者，學員教練最低比例為十比一。
(三) 學員為十歲以上者，學員教練最低比例為十五比一。
十四、業者違反本規範情事者，由各該法令主管機關依法處罰，直轄市及各縣（市）政
府亦得依消保法相關規定為必要處置。
十五、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據本規範自行制（訂）定游泳池管理相關事項自治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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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第一章 法規之草擬
一、準備作業
（一）把握政策目標：法規（指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法律、命令，包含行政程序法所稱
法規命令，以下同）是否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須以政策需要為準據。
（二）確立可行作法：法規必須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採擇達成政策目標最為簡便易
行之作法。
（三）提列規定事項：達成政策目標之整套規劃中，惟有經常普遍適用且必須賦予一定
法律效果之作為或不作為事項，方須定為法規，並應從嚴審核，審慎處理。下列事項，
不應定為法規：
1.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所定之機關內部一般性規定與第2款之解釋性規定及裁
量基準。
2.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指示。
3.機關於其權限範圍內之職務協助事項。
（四）檢討現行法規：
1.應定為法規之事項，有現行法規可資適用者，不必草擬新法規；得修正現行法規予以
規定者，應修正有關現行法規；無現行法規可資適用或修正適用者，方須草擬新法規。
2.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一法規時，必須同時檢討其有關法規，並作必要之配合修正
或廢止，以消除法規間之分歧牴觸、重複矛盾。
二、草擬作業
（一）構想要完整：法規應規定之事項，須有完整而成熟之具體構想，以免應予明定之
事項，由於尚無具體構想而委諸於另行規定，以致法規施行後不能貫徹執行；草擬時，
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應會商有關機關；必要時，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
討會、公聽會；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者，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對
於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亦應有完整之評估。
（二）體系要分明：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法規，須就其內容，認定該法規在整個法
規體系中之地位以及與其他法規之關係，藉以確定有無其他法規必須配合制（訂）定、
修正或廢止，並避免分歧牴觸。
（三）用語要簡淺：法規用語須簡明易懂，文體應力求與一般國民常用語文相切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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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統一用字（語）。
（四）法意要明確：法規含義須明顯確切，屬授權性質之規定，其授權目的、內容及範
圍，應具體明確。
（五）名稱要適當：制（訂）定法規及修正現行法規時，宜就其所定內容之重心，依下
列規定定其名稱：
1.法律
(1)

法：屬於全國性、一般性或長期性事項之規定者稱之。

(2)

律：屬於戰時軍事機關之特殊事項之規定者稱之。

(3)

條例：屬於地區性、專門性、特殊性或臨時性事項之規定者稱之。

(4)

通則：屬於同一類事項共通適用之原則或組織之規定者稱之。

2.命令
(1)規程：屬於規定機關組織、處務準據者稱之。
(2)規則：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稱之。
(3)細則：屬於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技術性、程序性事項或就法律另作補充解釋者稱
之。
(4)辦法：屬於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權限或權責者稱之。
(5)綱要：屬於規定一定原則或要項者稱之。
(6)標準：屬於規定一定程度、規格或條件者稱之。
(7)準則：屬於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者稱之。
第二章 法規草案之格式
三、法規制（訂）定案：
（一）標題：載明「（法規名稱）草案」。
（二）總說明：法規制（訂）定案應加具撰一「總說明」，於序言中說明必須制（訂）
定之理由（必要時應包括所用名稱之理由），並逐點簡要列明其制（訂）定之要點；
同時說明執行所需人員及經費之預估。
（三）逐條說明：每一條文及其立法意旨，逐條依式說明，其表稱為逐條說明。
四、法規修正案
（一）標題：法規名稱有修正時，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其書寫方式如下：
1.全案修正：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者，書明「（法規名稱）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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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在4條以上，未達全部條文之二分之一者，書明「（法規名稱）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3.少數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在3條以下者，書明：「（法規名稱）第○○條修正草案」或
「（法規名稱）第○○條、第○○條、第○○條修正草案」。
（二）總說明：法規修正時，應加具「總說明」，於序言中彙總說明法規制（訂）定或
修正之沿革、必須修正之理由或法規名稱之變更，並逐點簡要列明其修正要點。其標
題名稱如「（法規名稱）第○○條修正草案總說明」、「（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總說明」、「（法規名稱）修正草案總說明」。同時說明執行所需員額及經費之
預估。
（三）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之標題名稱如「（法規名稱）第○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法規名稱）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第三章 行政規則草案之格式
五、行政規則以逐點方式規定者，適用本章之規定。
六、行政規則訂定案
（一）標題：行政規則之名稱避免與法規名稱相同，其以逐點方式規定者，以「第○點」
稱之，不使用「第○條」、「條文」等字詞。
（二）總說明：如附總說明，則其標題名稱為「（行政規則名稱）草案總說明」，其序
言應說明必須訂定之理由，並逐點簡要列明其訂定之要點。
（三）逐點說明：每一點及其規定意旨，逐點依式說明，其表稱為逐點說明。
七、行政規則修正案
（一）標題：行政規則名稱有修正時，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其書寫方式如下：
1.全案修正：修正各點達全部點次二分之一者，書明「（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
2.部分規定修正：修正各點在4點以上，未達全部點次之二分之一者，書明「（行政規則
名稱）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3.少數規定修正：修正各點在3點以下者，書明：「（行政規則名稱）第○點修正草案」
或「（行政規則名稱）第○點、第○點、第○點修正草案」。
（二）總說明：行政規則修正時，如附總說明，於序言中彙總說明必須修正之理由或名
稱之變更，並逐點簡要列明其修正要點，其標題名稱如「（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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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說明」、「（行政規則名稱）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行政規則名稱）第
○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三）對照表：對照表之標題名稱如「（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對照表」、「（行政
規則名稱）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行政規則名稱）第○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第四章 命令之發布
八、發布令不列「受文者」，應刊登政府公報。
各機關發布命令時，應具備「發布令」、「送刊政府公報函」、「送立法院函」、「分
行相關機關函」，其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發布者，應另具「報行政院函」；由行政院
發布者，視情形另具「復主管機關函」。
九、應由二以上機關發布之命令，其陳報行政院核定、發布或送立法院時，主稿機關均
應與有關機關會銜辦理。列銜次序以主稿機關在前，會稿機關在後。
十、二以上機關會銜發布命令，由主稿機關依會銜機關多寡，擬妥同式發布令及有關函
稿所需份數，於判行後，備函送受會機關判行，並由最後受會機關按發文所需份數繕
印、填註發文字號（不填發文日期）用印，依會稿順序，逆退其他受會機關填註發文
字號（不填發文日期）用印，依序退由主稿機關用印並填註發文日期、文號封發，並
將原稿一份分送受會機關存檔。
十一、各機關發布命令，應於發布後將發布文號、日期、條文、總說明、逐條說明或條
文對照表，副知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列管。
第五章 行政規則之分行或發布
十二、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之行政規則者，其訂定或修正，以函分行有關機關，
不採發布方式，亦無須規定「自發布日施行」或「報○○核定後施行（或實施）」，
並避免使用「頒行」、「發布」等語詞；不再適用時，應以函「停止適用」；其訂定、
修正或停止適用之生效日期，均應於分行函或刊登政府公報之分行函中敘明。
十三、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之行政規則者，其訂定或修正，應由其首長簽署，
並登載於政府公報以令發布之，不再適用時，應以令發布「廢止」；其訂定、修正或
廢止之生效日期，均應於令中敘明。
第六章 作業管制
十四、法規之草擬作業，應預定進度予以列管，所擬之法規案，應由法制單位或指定之
專責人員從法律觀點深入研究，遇有法制疑義時，得召開會議研商，並經仔細核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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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陳報行政院審查、核定或發布。
十五、各機關應將已完成公（發）布制（訂）定、修正法規條文及廢止法規名稱登載於
各機關之網站，並依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按時將異動情形通報全國法規資料
庫。
十六、草擬法律制定、修正或廢止案時，對於應訂定、修正或廢止之法規命令，應一併
規劃並先期作業，於法律公布施行後六個月內完成發布；其未能於六個月內完成發布
者，應說明理由並自行評估完成期限陳報行政院，其延後發布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十七、各機關應指定法制單位或專責人員建立法規及行政規則個案檔卷，並彙整其歷次
修正資料，以利查考。
第七章 法規研釋
十八、各機關適用法規有疑義時，應就疑義之法條及疑點研析各種疑見之得失，擇採適
法可行之見解。如須函請上級機關或其他機關釋復時，應分別敘明下列事項：
（一）有疑義之法條及疑點。
（二）各種疑見及其得失分析。
（三）擬採之見解及其理由。
十九、法規之解釋令（函）於擬釋時，應有法制人員參與。
第八章 附則
二十、地方政府機關之法制作業，得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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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六日體委全字第○九一○○○五九○九號
主

旨：公告「救生員授證辦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五一條、第一五四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二、訂定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三、草案全文：如附件。
四、意見陳述：如對本草案內容有意見者，請於公告日起十日內向本會陳述意見（附
意見表）。
五、本案聯絡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徐淑婷小姐，電話：（○二）八

七

七一一八四一，傳真：（○二）二七五一四五二三，地址：台北市朱崙街二十號
十樓。
主任委員

林德福

「救生員授證辦法」草案總說明
水域活動為台灣地區休閒活動最具開發潛力項目之一，惟長期以來，對救生員
資格、授證未明確規範，亦未有效管理，因此，從事水域救生活動者素質參差不齊，
也經常輕忽水域活動之安全，而致溺水意外事件頻傳。
依國民體育法之規定，本會為體育專業人員資格、證照之主管機關。為保障民
眾從事水域活動安全，本會特別依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規定研訂「救生員授證辦法」，
對救生員之定義、分類、檢定及授證等作有效規範，以期建立救生員之專業素質。
本辦法主要內容如下：
一、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明定救生員之定義。（第二條）
三、明定救生員授證之主管機關。（第三條）
四、明定救生員分為二類。（第四條）
五、明定救生員之檢定方式。（第五條）
六、明定從事救生員檢定工作之評審人員資格。（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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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定本會得委託專責單位辦理救生員授證業務及其相關事項。（第七條）
八、明定本會為決定前條之受委託單位，應籌設評選委員會，及其組織、評選程序。（第
八條）
九、明定救生員之檢定費、證照費及換證費收費標準。（第九條）
十、明定救生員檢定之各類費用解繳國庫之程序。（第十條）
十一、明定受委託單位每年辦理救生員檢定之次數及公告程序。（第十一條）
十二、明定救生員證照申請補發之規定。（第十二條）
十三、明定救生員證照有效期限與校正之規定。（第十三條）
十四、明定救生員證照撤銷之規定。（第十四條）
十五、明定承認國外相關機構之救生員證照。（第十五條）
十六、明定檢定、授證業務所需題庫資料、證書格式及各項作業要點報本會核定之規定。
（第十六條）
十七、明定持舊救生員證換新證之規定。（第十七條）
十八、明定救生員證照辦法施行日期。（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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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訪談紀錄稿
訪談紀錄
被訪談人：A1

訪談者：簡燕青

一、 請問你接觸救生員工作有多久?有哪些重要經驗與救生員證照制度有關?
答：原服務秘書室文書科科長，嗣所屬機關人員出缺及整體業務人力所需，於102年4月
起奉派接全民組第3科科長，因本科所轄業務分工範圍包括高風險運動休閒活動之輔導
管理事項，水上救生團體及救生員資格檢定相關業務，關係游泳池及開放水域安全及
預防溺水，關係民眾權益至為重要且急迫，建立必要法規及制度。
二、請問你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民間協會辦理該證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之內涵，
至住管機關予法制化納管過程，有何改變?
答：
(一_)_眾多已存立案之民間水域救生團體基於成立團體章程所定任務宗旨，自發推廣辦
理救生員訓練時所涉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及該等團體授證過程，確屬各自為政，尤以
課程內容及檢定基準不一，結訓後核證之前是否應有一定天數之實習程序與期限等救
生員培訓品質良莠不齊。救生員複訓制度，或係倉促草率，甚或核發救生員證之後，
係屬終身有效而毋庸再行複訓換證。
(二) 對此一現象，當時身為體育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的體委會，於98年7月間，召集學
者專家及相關人士研擬「救生員授證管理」相關規範，並99年2月24日發布訂定《救生
員授證管理辦法》，並配合職權命令《游泳池管理規範》規範，而建立國內游泳池水
域活動場域範圍及水域安全維護專業人員資格等雙重規範下，提供泳客及消費者從事
游泳水域活動安全保障。
(三)第一階段法制化變革過程中，有關實習之必要性及是否宜於法規明定，數救生團體
意見就已不一。關此救生員工作職能養成是否尚須實習之課題，延伸權利義務事項，
影響發證團體既得利益及關係利害人(救生員義務範圍)需妥慎處理，尚未共識之前，
尚須時日觀察，蒐集更多案例及相關意見，供日後政策與法制面研修。
三、請問你99年2月24日之前救生員證係單純民間授發利弊得失的看法?
答：當時對於救生員訓練授證團體均無管制措施及相關規範，僅以核發救生員證照單位
幾達14個，然此14個核發救生員證團體雖皆有內政部登記立案，前開各種不良狀況，
尤使游泳池經營或開放水域業者及學校聘僱救生員，未有統一標準及認證指標等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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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此執行水域救生安全時，狀況百出，同時亦有危及泳客生命安全之虞。
四、請問你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針對之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的授證管理辦法
訂定的學科、術科檢測有何看法?
答：無。
五、請問你對於教育部訂頒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科、術科檢測內涵有何看法?
答：無。
七、請問你對於教育部訂頒與修訂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的瞭解與看法?
答：99年2月24日發布訂定《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以法定機制認可7個合格團體辦理檢
定授證業務之權限。教育部配合行政院組改政策與進程之需，於102年8月1日預告修正
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草案後，尚須提請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審議，103年2月發布救生員
資格檢定辦法，後之法規明確增加或不同之規範機制有下列
(一) 應檢人國籍問題：於第4條僅規定滿18歲自然人得申請檢定(不限我國國籍)。惟觀
之第6條明確增訂申請檢定需附相關證明文件有二，一為國民分證，二為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俗稱良民證)，法制上業明確以採國籍主義。
(二) 關於良民證之要求，當初是考量生命不可回復，救生員執行業務時需與民眾密切接
觸，才會在2010年修定「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時，與法務部等相關單位一起討論，
訂定曾犯殺人罪等重罪者不可擔任救生員的消極資格。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
例》規定，觸犯普通傷害罪的當事人被裁定的刑期若可易科罰金，只要完成繳納、5年
內未再犯罪，即不會留下刑事紀錄，還是可報考救生員檢定。 贊同社會應給更生人公
平的工作機會，但基於一般對更生人擔任救生員這類特殊職業可能有疑慮，體育署才
會做出資格限制，短期內不會修改相關規定。
(三) 明定救生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作係體育署應辦具公權力之職掌事項，得委由受認可
之相關專業團體辦理。蓋「委由」之法律性質屬行政助手性質，不發生公權力移轉之
法律效果，且仍受體育署之指揮監督，與行政程序法之委託或委任不同；至於「委由」
內容、程序及費用，體育署將與該申請認可團體訂定契約，雙方之權利、義務將於約
內明定。
(四) 救生員證之格式及核發主體：
配合前述，爰於第8條第3項附件之救生員證格式之發證名義處採單一機關署名(教育部體
育署)規定。有別於過去由認可團體與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複式署名。顯示核發主體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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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此檢定及證照費用，業屬法定規費之性質，需先交回體育署依規定續處。相關
細節亦已納入行政契約中訂明供執行依據。
八、請問你對於救生員證照應由民間主導、政府授予民間專業團體授證、政府職業技能
檢定及列入國家考試類科等不同方式，有何看法?
答：無。
九、整體而言，請問你對於水域救生員認證有何其他寶貴意見?
答： 教育部體育署感於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雖僅係國民體育法授權資格檢定及進修事項，
且儘量依據其立法意旨，僅就與「進修及檢定」授權範圍具有直接且必要之關聯事項
予立規範據以執行，至於行業管理部分，目前「游泳池管理規範」課予游泳池業者應
配置救生員專職服勤之義務規定。所稱規範確實未具法律位階，惟為保障泳客權益，
需先以行政規則方式發布透過各級政府以行政查核督導，輔導落實運動安全機制

被訪談人：A2

訪談者：簡燕青

一、因應未來WTO會員國相互認許專業證照之趨勢，及提昇我國在國際專業市場之地位，
考選部如何建立我國專業證照考試與國際等價制度，以取得全球化之競爭優勢？
答：
一、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
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
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其考試種類，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前項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基準、認定程序、認定成員組成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該項界定主要參酌大法官釋字453號解釋而來，具體而言，
每一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應有其職業管理法律，如律師師法第3條規定「中華民國人
民經律師考試及格並經訓練合格者，得充律師」，考選部配合訂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經合議制的考試院審議通過後對外發布，考選部辦理律師
考試主要依據典試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命題規則、閱卷規則及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等法規，考試及格者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及格
證書。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申請在中華民國執行專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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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技術人員業務者，應依本法考試及格，領有執業證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即說明外國人得應專技人員考試種類，係配合職業管
理法律及服務貿易總協定開放承諾規範，且其種類業明訂於本法施行細則；同法第5項
規定：「外國與我國締結專門職業執業資格相互認許之條約或協定者，其國民領有該
國執業證書，且相當我國同等級同類科之執業證書，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者，
得以筆試、口試、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其他報請考試院同意之方式或與締約
國相互對等方式行之。」即是因應國際接軌趨勢而增列。至於實務上，我國已經參加
亞太建築師、亞太工程師等相關組織。
二、判斷專技人員納入國家考試之種類範圍如何界定，其法制化之程序及效益？
答：101年5月7日本部訂定「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諮詢委員會設置要
點」，主要是辦理新增或現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認定案件之諮詢及建議事
項，該會於認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時，應以具備經由學校教育或訓練長期
累積培養過程所獲得之特殊學識或技能及須具執業資格始得執行業務為基礎，並審酌
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所從事業務或提供服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
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直接重大密切相關，及對人民工作權之影響。（二）執行業
務具自主性、自律性及專屬不可替代性，強調親自執行並對其服務親負其責。（三）
紛爭責任鑑定具專業性與困難度。【詳細內容請參考本部網站法規】
三、考選部亦曾有研議試題中心、試務中心改採行政法人化可行性，未來考選業務中涉
及執行層面之試務工作，朝行政法人化方向推動 ，可否擴大專技人員範圍並負責試務
工作？
答：試題中心已經併入題庫管理處，至於試務中心採法人化的構想已經不再研議。
四、國內目前有1086座游泳池，概估每座最少需求3位救生員觀之，體育專業人員中如游
泳池救生員應具技能高危性且所提供服務涉公安及消費權益保障需求，應否比照導遊
人員考試提升為國家考試範圍，當前階段由行政主管機關監督認證由民間團體辦理檢
定發證之方式，有無侵及考試權？
答：專技人員證照有排他性，救生員證照化的問題可能要先徵詢教育部體育署的意見，
他們對現行制度有無難以執行之處，如果要改變，再來談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專技
人員考試。
五、考選部所辦理且行多年之考試類科，整體評估有那些適合委託給有關機關或團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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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目前有無初步規劃以及具體時程，俾將有限人力投入新種類考試之規劃？
答：典試法第2條規定：「性質特殊或低於普通考試之考試，得經考選部報請考試院核定
後交由考選部或委託有關機關、團體組織主試委員會辦理之。」雖有法律規定，惟專
技人員考試目前並無委託規劃。
六、因應服務業時代來臨，體育行政主管機關如何調整考選業務人力，合作投入運動休
閒產業領域所需專業證照類科考選方法與技術之研發與規劃？
答：如果體育行政主管機關確有意願，建議可以先和考選部合作辦理相關研討會，匯集
產官學各界意見，以逐步尋求共識。
七、其他
答：體育專業人員的專業性相當多元，未來若要成為專技人員考試，涉及許多技術問題，
可能需要向體育界多多徵詢意見。

被訪談人：B1

訪談者：簡燕青

一、 請問您接觸救生員工作有多久?有哪些重要經驗與救生員證照制度有關?
答：自民國54年首次參加紅十字會總會所辦第3期水上救生班，次年也有機會美國水域救
生專家來台救生訓練與技術交流，61年62年間由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邀請澳洲及香
港拯溺協會課程，個人從擔任助教並獲得教練及考試官、拯溺教師等資格。隨後一直
在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考接觸救生員訓練及考證制度已逾40年工作經驗。
二、請問您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民間協會辦理該證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之內涵，
有何改變?
答：
(一)個人目前查證1973年間文獻紅十字會總會訓練教材仍僅靜水救生訓練為限，甚且未
將CPR納入。遑論急流或海浪救生；
(二)除靜水外，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生訓練引進澳洲海浪救生課程既有65小時，嗣
八掌溪事件後，因應增加「激流救生」20小時實施至今；救生員班結訓合格者可繼續
參加救生教練班，總時數計105時，有鑒於救生教練課程重點有24小時游泳教學，所以
明年起救生教練班訓練合格者，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將增發給丙級游泳教練。
(三) 從救生員發證過程觀，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確實援採美國及澳洲訓練及給證「訓
檢分立」之原則，即訓練結訓後另派考試官就結訓學員予檢定測驗合格者，才簽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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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發證。有別於其他部分協會從訓練結訓測驗級檢定發證程序概僅由帶訓總教練一
人總攬到底。
三、請問您99年2月24日之前救生員證係單純民間授發利弊得失的看法?
答： 無
四、請問您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針對之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的授證管理辦法
訂定的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內容有何看法?
答：
(一)救泳池救生員術科方面之基本能力中有關救生四式各游50米之完成時間，均為5分30
秒，未予男女區別規定；但於救援能力段關於帶假人游泳25米之完成時間(男1分20秒、
女1分40秒)却予分別規範。相對較之，前後不一。
(二)關於假人，該辦法未明確採世界救生組織單一規格(即1米高之半身假人，填水後重
37公斤)，致部分團體各行其是。
(三) 現行規定仰漂及踩水各3分鐘，惟關於仰漂，涉很多人體質特性所限，確實不易達
成檢定目的，其是否得繼續列為基本能力術科範圍，值得再研議。
五、請問您對於教育部訂頒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內涵有何看法?
答：
(一)教育部研修該辦法草案預告於行政院公報，但未主動個別函知各救生團體組織，致
相關團體無法及即時提供意見；
(二)一般而言，複訓之用意在於讓持證者繼續吸收新知，過去僅授由各認可團體提報複
訓實施計畫備查實施，惟因法規未明定複訓應含範圍及複訓測驗及格標準之依據，各
團體實施複訓寬嚴不一，衍生部分救生員跨團體流動現象，致採行嚴格複訓之團體救
生員流失。依教育部所完成修正該辦法關於複訓展延時數之要求，與新考檢定科目一
樣要求，救生員如認須耗費24小複訓課程，頃向不採複訓方式而採直接報名參加檢定
考試，實際是否落實執行，尚待觀察。具體建議此部分宜回歸複訓之本意，召集相關
會議研商。
六、請問您對之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訂定的瞭解與看法?
答： 無
七、請問您對於教育部訂頒與修訂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的瞭解與看法?
答： 有別於計程車執照之管理，關於參加救生員檢定者須檢送良民證一節，鑑於救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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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勤之大部分游泳池屬公眾場所且安裝有錄影帶，犯罪前科者考取資格證書擔任救生
員職務，無論是空間或人員互動間與機會，應無再犯之慮。如仍有排除之必要，也應
係雇主依法篩選條件聘僱與否之考量。
八、請問您對於救生員證照應由民間主導、政府授予民間專業團體授證、政府職業技能
檢定及列入國家考試類科等不同方式，有何看法?
答：檢定授證業務品質涉該證書專業度及職業權威性與泳客安全保障，初期採公權力職
務範圍較妥，希望政府出面或收回辦理。
九、整體而言，請問您對於水域救生員認證有何其他寶貴意見?
答：無。
被訪談人：B2

訪談者：簡燕青

一、 請問你接觸救生員工作有多久?有哪些重要經驗與救生員證照制度有關?
答：個人接觸救生員訓練及考證制度已逾40年，參與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考試官活動
組、訓練組、醫研組組長、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副秘書長、機動艇救難委員會主任
委員、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總監等職務之工作。
二、請問你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民間協會辦理該證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之內涵，
有何改變?
答：早期國內僅有中華民國水上救生總會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二大救生員訓練體系，後
因法令規定同一性質團體只能有一個為該項體育運動之代表團體，(按後來在前總統蔣
經國先生責任下並為一團體稱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然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仍逕行進
行救生員訓練及發證事務)，該二團體所訓練合格之救生員大多合乎救生員標準，惟因
後並勿相同性質民間團體限制及法令沒有明文規定何種證照為合法證照，乃至當時國
內救生團體到處成立及核發證照；各團體為發證數量的成績，造成相互惡性競爭，加
上並無公權力的監督，少數民間團體發證浮濫無品質可言，甚多不符救生員資格的都
能取得證件擔任救生員，對泳客安全之維護效率越來越低。

三、請問你99年2月24日之前救生員證係單純民間授發利弊得失的看法?
答：99年2月24日頒布實施之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有效的奠定了救生員的相關品質標準，
包括學識及技術等相關部分，考測出合乎標準的救生員，但在救生員考前資格上限制
上於嚴苛，可達成維護泳客安全但卻剝奪了特定人士的就業權；又受認可的團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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莠不齊，在審查時無法有效及客觀的認定可授證團體的標準，證照亂發事件時有所聞。

四、請問你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針對之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的授證管理辦法
訂定的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內容有何看法?
答：仍有許多不足處、新考證人員方面較無問題，但經由在職訓練(複訓)取得證照者，
由於無最低標準規定，多數經由此管道去得證件者，其學識、技術上無法達到基本需
求的標準，再受認可之團體雖有淘汰制度，但仍受到人情、上級壓力的影響，繼續存
在，是有影響到主管單位的聲譽。
五、請問你對於教育部訂頒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內涵有何看法?
現行教育部訂頒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大都依循之前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制定規定進行，雖有小修改卻不太具有提升救生員素質的效果；犯罪紀錄的
繳交更是大開民主倒車，倘泳客的安全維護需無犯罪紀錄者始可有效，那麼所有各行
各業似必也都需要完全清白之人來擔任，那更加縮減了有前科者的改過自新之路，不
讓他們有生存之道，社會豈不更亂、更不安全，而街道上的百姓皆無保障，不像泳池
中的泳客還有保險。又對游泳池的定義不夠周詳，導致執法者可對根本不能進行游泳
運動的場地過度執行成游泳池的規定。
六、請問你對之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訂定的瞭解與看法?
答：一般而言均不錯，可靠測出有一定水準的救生員；惟對收費標準無統一金額規定，
指定出上限，卻未規範出各項經費收取標準的分析說明，變成政府圖利這些受認可的
單位，本不用收取或只是少量的費用，轉變成依法可收較大金額的費用。參加檢定前
的資格限定過苛，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全池均需達1.8公尺以上，造成合格場地
不易尋找，而以潭湖水池部分水深達1.8公尺代之。建議救援者應具備可潛深1.8公尺
以上，始可撈起沉於水中物體，故水池部分水深達1.8公尺即可，並得加一潛深項目，
即達其效。
七、請問你對於教育部訂頒與修訂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的瞭解與看法?
答：教育部最新管理辦法可顯出非了解水上安全事務加添之繁雜條令，想良民證就與水
上安全有何關聯，各行各業均攸關消費者安全，試想廚師可在餐飲中下毒、美容從業
人員更是容易傷害客人，為何要以人性本惡的認知去執行，再將這些成員逼上梁山，
這並非全民百姓之福。經費收支統由教育部主導，有錢好辦事，既有相關經費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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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教育部不將救生員檢定業務收回自行辦理，就又不必擔心民間團體的違規，訪視
委員、抽測等等防弊工作均得花錢，且仍是委外辦理，還是有循私舞弊行為的可能，
為何不收回自行辦理。
八、請問你對於救生員證照應由民間主導、政府授予民間專業團體授證、政府職業技能
檢定及列入國家考試類科等不同方式，有何看法?
答：贊同由政府相關單位辦理檢測工作，授予合格民間團體辦理訓練工作，因政府單位
辦理訓練若合格人眾，會被批為胡亂發證，若及各人數少，又會被批為教枉過正，政
府怡如汽車駕訓班一樣，審查管理汽車駕訓班，但檢測統由政府單位主辦，可免除所
有詬病。
九、整體而言，請問你對於水域救生員認證有何其他寶貴意見?
答：建議採對水上救生訓練的民間團體授予認可，由該些團體訓練水上安全專業人才，
可全面擔任水上安全維護志工，達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身上，才不失公僕責任。由政
府單位辦理檢定業務，並聘請合格團體之優秀人員擔任評審工作，不但可減輕爭府部
門工作壓力，亦可雇五民間團體更加努力進行訓驗工作。開放參加資格，應以技術導
向，重才為先，但若於擔任救生員時發生任何犯罪行為則應加重處罰。術科檢定場地
水深限制應予放寬，需全池1.8公尺以上水池實不易尋覓，那就只好由政府單位出面辦
理了。

被訪談人：C

訪談者：簡燕青

一、 請問你接觸救生員工作有多久?有哪些重要經驗與救生員證照制度有關?
答：個人接觸自民國54年起分別與水上救生協及紅十字總會等相關團體所推廣水上救生
訓練事務有接觸，於58年受聘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後，開始將救生員訓練課程
引進體育課程，校內以體育系同學報名受訓為原則，少數系外同學泳技好者也有一齊
受訓記得野外課程均於金山海水浴場2日海浪救生課程。當時救生結訓同學取得救生員
證，暑假應聘僱於游泳池之待遇，不比其他兼職差，另有豐富人際關係之成就感，也
是同學受訓最大動機。我任職師大期間推動游泳及救生科目多年，受教育部委託研發
游泳能力分級制度。
二、請問你99年2月24日之前救生員證係單純民間授發利弊得失的看法?
答：各民間救生協會推展水域救生教友制度化者，有紅十字會救生協水中運動協會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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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協會 後來新增有海爆 慧行志工協會。社會觀感上，逐漸對救生訓練素質差異大。
各協會編排學科講義資料供訓練及測驗用，雖均有自已教材，較無差異，術訓練時間85
小時雖一致 惟訓練要求是否落實基準，其嚴鬆則落差大。實習部分 一部分協會配合
地方政府消防單位納編救援志願團隊之需，於夏季河川溪流等防溺措施，將所屬受訓
救生學員排班實習，則其發證程序要求受訓結訓需實習。但部分協會則未明確要求實
習。建議於將來研議納入統一規定，
三、請問你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民間協會辦理該證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之內涵，
有何改變?
答：目前法規未就應檢人考前須有多少訓練時數之要求，僅規定檢定科目並公告評分基
準，導致「考試(檢定)影響訓練」之現象。 法規立法上，採訓檢分立原則，且關於人
力素質產出前訓練教育階段之條件未規範，單由訓練單位自訂訓練課程對受訓者(消費
者)負責，甚至來自不同一團體訓練結訓或自學者，依法均可報名參加檢定或複訓換證，
致實務上，爭議與申訴狀況很多(如甲團體抗議乙團體低價收納甲訓練之救生(學)員。
救生新制度實施之初，部分救生員與團體之間有關權義歸屬課題，改革不宜太大。
如將來研議修法時，是否將下列事項均予標準化一致規定：「檢定前須受訓科目時數、
實習(天數、場域)與認定程序、復訓限報名原授證團體為原則」
四、請問你關於救生員證照制度內涵，針對之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的授證管理辦法
訂定的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內容有何看法?
答：術科訓練隨班結訓後，立即檢測，一般上於孰悉階段，等同於隨堂測驗，其重點及
技術度記憶尚新致及格率高，自屬當然。但近一年用隨機複測方式，則有很多不同聲
音與建議，我個人從行政效益及施政重點優先順位考量，認為：複測對象應現以受雇
於游泳池或其他有營業性遊憩水域(例如海水浴場 水上樂園等)救生員為優先(或為
限)。實施複測之時機與方式，需結合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夏季來臨之前，轄區全面就上
開游泳池或其他有營業性遊憩水域安檢程序，一併將所聘救生員員額是否符合外，關
於所聘救生員目前能力，納入必查驗或複測事項。
實習部分 只有少數如紅會及救生協會規定經假日實習3日才予發證。
總之，統一就實習列為取證之要求規定，對救生員能力資格之磨練養成，很重要。明確
規定執行之效果，就一致而公平。
當然，因應實習時數(或天數)之計算及核認實習成績之通報。行政實務上儘量授權要求
166

受認可團體建立應有之資料報表(空白表格及填寫說明範例)
五、請問你對於教育部訂頒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學科、術科檢測及實習內涵有何看法?
答：1.男女體能條件天生不同，所以對檢測成績應予區分。2.科目未變動，但建議各科
出題目題組應增加擴大數量。
3.關於術科：為救人出發速度要求，依場地條件及因人而異，何種入水方法為最佳，實
務上於檢定時宜採淺跳式。4.建議將實習之程序予一致化規範。理論上游泳池及開放
水域證書等級不同，其實習場域當然有所不同。過去由救生團體資深救生教練安排實
習納入地方消防局夏季假日服勤志工而計算實習時數，不至於有何問題。實習之權利
義務條件如何規劃，尚需邀請相關團體就營業性及非營業性之游泳池(或海水浴場)如
何區分規劃與執行。
六、請問你對之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頒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訂定的瞭解與看法?
答：1.體育署主管業務配合世運會救生競技選訓賽獎勵等相關事項，就活動場域而言，
主管游泳池等運動設施。2.關照監察院所提糾正見旨，僅要求改善游泳池救生員證照
法制化標準化之相關部分，救生員授證管理辦法應已階段性完成任務。3.惟授證管理
辦法進一步就開放水域救生員證照之檢定授證及管理，一併納法，雖至為用心，但開
放水域救生員之運用機關，分別係其他部會：如交通部觀光局依水域遊憩管理辦法規
範、內政部消防署依緊急救護法或地方政府消防機關就危險水域規劃執行民間專業救
援機制所運用。將來跨部會研商有關權責分工事項，宜與上開相關機關就管轄問題妥
為研議。
七、請問你對於教育部訂頒與修訂的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的瞭解與看法?
答：此次由教育部修訂辦法呈現條文雖較簡化，經檢討簡化事項另以體育署公告或行政
契約進行規範，我所了解確實將所有事項區分定位之，屬與認可團體間定位其為行政
助手，與政府機關間相關事項雖屬權利義務重大事項仍可藉由約定事項規即可，例如
檢定規費之報繳公庫審查後撥補程序。屬課責救生員服勤之工作倫理，係此次研修增
定納法之重要事項。對救生領域專業證照權威建立與發展，應有所助益。
八、請問你對於救生員證照應由民間主導、政府授予民間專業團體授證、政府職業技能
檢定及列入國家考試類科等不同方式，有何看法?
答：1.體育署目前所採官方名義發證，有關良民證納入此次新辦法中，明文要求於申請
檢定之前，就需陳送列為報名應備文件，可能會引起爭議。是否由其他便民措施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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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規範目的達成，將來邀請救生團體開會時，建議請良民證主管機關出席提供意見
或採衝擊較低之方案。
2.整體政策上確實需定列一定範圍之犯罪前科者，不得考證。但所犯罪質關聯性較低者，
宜視執行後，衡量其必要性。另是否將此就業之排黑條款，規定於職業管理法規屬雇
主或管理者之法定判斷依據為妥，目前僅係救生員之資格能力檢定，與得否就業之關
係，其法律歸屬性，尚有研商討論餘地。
九、整體而言，請問你對於水域救生員認證有何其他寶貴意見?
答：水域遊憩業場地戲水遊客意外頻傳為例，建議遊憩場開張前、服務中等各階段提高
安檢及簽證，則此服務專責人員制度有其必要，提出更積極之有效預防於先以水安管
理所需專業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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