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九十五
慈濟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第四
學年度第四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96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15:30
貳、地點：第二教學研討室
地點
參、主席：范德鑫學務長
主席
肆、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
當然代表：李錫堅(張凱誌代)、張永州(張純樸代)、程諾蘭、陳立光、賴靜蓉(劉芳婷代)、
許明木(林欣儀代)、徐南麗(李茹萍代)、羅時燕、尹立銘、劉瑞瓏、李哲夫、
陳紀雄、邱鐵雄、謝坤叡(趙知章代)、彭之修、許木柱、徐信義、古添洪
教師代表：胡馨丹、葉思芳
導師代表：葉綠舒
學生代表：生科一 A 何懿洲
列席人員：生輔組劉怡伶組長、課指組何秋苹組長
請假人員：洪素貞、林銘德、李明軒、潘靖瑛、陳俊堯、盧蕙馨
缺席人員：張芙美、林榮寵、王豊裕、劉怡均、徐雪瑩、高強華、郭登聰、醫技四林裕翔、
傳播三李然婷、社工三劉玉惠、東語三鄭雅涵、生科二劉瑞福、醫學二林芝伊、
護理二呂宗憲、護理一王子昂、原健所二張淑媚
記錄：：石美齡

伍、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主席報告：
感恩諸位委員多年來對學務工作的支持，特別是有些委員對學生事務非常關心，在此甚
表敬佩，也表示感謝之意。
二、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一)學生宿舍舍監執行勤務案。(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執行情形】
1.依據 96 年 03 月 21 日學生事務委員提案議決，業務單位已在：
96 年 4 月 9 日召開「宿舍核心幹部暨宿舍管理員會議」討論有關「宿舍管理員進入學生寢
室處理草案」，議決後送學務長核示確定。
2.已於 96 年 4 月 19 日公告「學生宿舍管理員進入學生寢室細則」(如下所附資料)
學生宿舍管理員進入學生寢室細則
修正)
學生宿舍管理員進入學生寢室細則(960409
管理員進入學生寢室細則
修正
一、不論平時或緊急事故，宿舍管理員進入同學寢室必須遵守：
1.遇緊急事故進入學生寢室：必須有幹部或同學陪同，始得動用「Master Key」
，使用後
必須在工作日誌登錄備查。
2.平時遇事進入學生寢室：
(1)非點名時間：請留宿幹部、或工讀生、或同學等擇一，陪同管理員進入學生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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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寢室前，請先敲門 5 次，並發聲報名，例如：宿舍管理員***要進入寢室。
(3)非點名時間，進入同學寢室請登錄備查。
二、執行進入學寢室緊急事故界定：
1.宿舍緊急意外有立即傷亡發生。
2.學生傷病緊急意外。
3.同學家長來電。
4.教官室接獲家長告知孩子被綁架等訊息必須確定學生安全。
5.如遇系所或處室師長來電，要請宿舍管理員找學生，非攸關學生安全者皆非緊急事故。
6.其他：非上述條例，但涉及宿舍或學生安全，攸關立即性安全皆視為緊急事故。
三、如有其他未盡事宜，得於「宿舍核心幹部暨管理員會議」議決，及學務長核可後，始得
修正執行之。
(二)修正通過「慈濟大學系學會聯合會組織章程」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執行情形】本學期已開始執行該組織的運作，並且於 5/19-20 辦理星韻獎及園遊會、演唱會
等活動。
(三)通過學生事務處各處/室/中心所有辦法規章名稱及條文內容關於「學生事務會議」
、
「課外
活動指導組」及「諮商中心」之用詞案。(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執行情形】已修正學生事務處相關辦法規章關於「學生事務會議」
、
「課外活動指導組」及
「諮商中心」用詞。
(四)修正通過課外活動指導組相關法規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1.慈濟大學學生社團成立暨解散辦法
2.慈濟大學學生社團經費補助辦法
3.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辦法
4.慈濟大學社團活動空間管理使用辦法
5.慈濟大學社團刊物暨海報審核委員會組織辦法
6.慈濟大學海報張貼辦法
7.慈濟大學在校學生舞會實施辦法
8.慈濟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器材借用辦法
9.慈濟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
10.慈濟大學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11.慈濟大學工讀生獎助金實施辦法
12.慈濟大學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表現記錄辦法
【執行情形】已修正相關資料並於 4 月 10 日上網更新各項辦法。
(五)修正通過生活輔導組相關法規案。(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1.學生生活輔導辦法
2.慈濟大學宿舍資源回收實施辦法
3.慈濟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
4.學生服裝穿著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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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慈濟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6.慈濟大學住宿學生獎懲實施細則
7.慈濟大學學生懲處辦法
8.慈濟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執行要點
9.慈濟大學學生班會組織規程
10.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協進會組織辦法
11.慈濟大學學生宿舍汽機踏車管理辦法
【執行情形】依據 96 年 3 月 21 日學生事務委員提案議決，業務單位已在 96 年 5 月 11 日分
類別以三則公告發布。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醫學系許明木委員 提

案由：變更醫學系五年級書卷獎頒獎方式。
說明：因為本系五年級採配課方式，若僅上或下學期期末給書卷獎，則因配課方式會產生不
公平的情況。
辦法：希望改成上下學期結束後，再一次頒發 10 位書卷獎。
決議：依本次會議修正通過之書卷獎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六款規定，本案提送「獎助學金審查
委員會」會議討論，唯受獎名額改為上下學期成績平均前數名(舊制為前 10%、新制為
前三名)，並一次頒給 2 學期之獎金。
【提案二】
醫學系許明木委員 提
案由：變更醫學系六、七年級導師。
說明：本校與醫院教學部醫學訓練評鑑，需符合每 5~6 位學生一名導師。
辦法：本系將與教學部合作，請他們提出臨床教師導師名單，自 96 學年度起施行，導師費依
學校規定辦理。
決議：依據 96 年 5 月 29 日「研究所所長暨系主任聯合座談會」會議決議，本校導師制師生
比以 1 比 10-12 為原則，唯各系可依實際情形略做調整，且導師費將改為依照輔導學
生人數核計，故本案由醫學系依實際需求自行調整師生比。
【提案四】
課外活動指導組 提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辦法」
。
說明：1.因教育部全國社團評鑑時間更改，故校內社團評鑑辦法也隨之修正。
2.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草案)
第三條

原條文

說

第三條

明

配合教育部經常改變全

評鑑時間為每學年度評鑑一 評鑑時間為每學年度評鑑一 國社團評鑑時間，故不在
次。
次，原則上在五月份辦理。 此寫出固定時間。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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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課外活動指導組 提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書卷獎實施辦法」
。
說明：1.因應各系情況不同，作修法的補充。
2.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草案)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原條文

說

明

修正條文

第二條 適用範圍

除醫學六、醫學七、交換學生及第 本校之各年級在學學生均可申
二學期應屆畢業生外，本校大學部 請，但研究生除外。
之各年級在學學生均適用。
第三條 獎助條件
第三條 獎助條件
增修條文
一、學期學業（智育）成績總平均 一、學期學業（智育）成績總平
八十分以上（該學期至少應修
均八十分以上（該學期至少
九學分以上）
。
應修九學分以上）
。
二、該學期操行（德育）成績八十 二、該學期操行（德育）成績甲
分（含）以上及未有記過懲處
等（含）以上及未有記過懲
者。
處者。
三、以班為單位，受獎名額為每班 三、以班為單位，受獎名額為每
學業成績的前三名。符合受獎
班學業成績的前三名。符合
資格最末位若有二人學業成
績相同(至小數點以下第二
位)，則受獎名額增加一名。
四、學生學籍及班級歸屬以教務處

受獎資格最末位若有二人
學業成績相同(至小數點以
下第二位)，則受獎名額增
加一名。

之學生名冊為依據。（不含教 四、學生學籍及班級歸屬以教務
育學程延畢生）
處之學生名冊為依據。
五、如因實習而無法以學期成績決
定者，則由該系主任提供書卷
獎名單。
六、如有任何異議，以「獎助學金
審查委員會」會議議決為主。
第六條 審查及核發
第六條 審查及核發
更正委員會名
一、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資 一、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稱，及發款方
料彙整後，送交本校獎助學金
資料彙整後，送交本校獎學 式。
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
二、獎學金由會計室直接撥款。

金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
二、獎學金於學校公開聚會場合
頒給。

決議：1.第三條第二、四、五款及第六條修正條文照案通過。
2.修正通過第二條及第三條第六款條文如下表：
96.05.30 會議修正通過條文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原修正條文

說

明

修正條文

第二條 適用範圍

除醫學六、醫學七、交換學生之 除醫學六、醫學七、交換學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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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30 會議修正通過條文

原修正條文

明

說

外，其餘本校大學部之各年級在學 第二學期應屆畢業生外，本校大
學生均適用。

學部之各年級在學學生均適用。

第三條 獎助條件
一~五款(略)

第三條 獎助條件
一~五款(略)

六、如有任何異議或特殊情況，依 六、如有任何異議，以「獎助學
據「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會
金審查委員會」會議議決為
議之議決。
主。
【提案五】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
說明：1.法規修正。
2.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課外活動指導組 提

修正後條文(草案)

原條文

明

說

學生社團，分為下列 因校內無康樂
性社團，故更
類：
六大類：
一、自治性社團：以培養學生自治 一、自治性社團：以培養學生 名為音樂性社
能力為目的且其組成成員為當
自治能力為目的且其組成 團。
然會員所組成之社團。
成員為當然會員所組成之
二、音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
社團。
音樂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二、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
閒康樂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第二條

學生社團，分為下列六大 第二條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請同意修訂「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如說明。
說明：依現況修正條文，詳如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草案)

生活輔導組 提

原條文

說

明

修訂條文，原因
為：班級導師人數
師人數，由各系、各所自行開 導師產生後，由學務處簽請校 由各系、各所專業
會決定。
長聘任之。
老師人數不定，經
各系所導師產生後，由學務處 研究所導師制度由各研究所訂 96.1.18 三軌輔導跨
簽請校長聘任之。
之。
處協調會議議決後
研究所一年級可設導師；二年 研究所指導教授除應履行大學 校長核定，由各系
第二條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與研究所各班導 本校大學部各班置導師兩人。

級(含博士班)以上由指導教授 部導師職責外，亦應負責其研 各所主管自行決定
負責輔導，不另設導師。
究生生活輔導之工作。
導師聘任方式。
第五條

第五條

導師費改以輔導學

凡擔任導師者，導師費依輔導 凡擔任導師者，除每月補助導 生人數計算，以建立
學生人數計算，每位學生金額 師費外，並可抵扣授課時數 1
公平合理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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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草案)
依核定預算而定。

原條文

說

明

小時。

辦法：提請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規定提報校務會議，並完成相關行政簽核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學生事務處 提
案由：96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事務處行事曆(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96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事務處行事曆(草案)，請參閱附件一。
決議：1.因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皆於星期三下午召開，許多老師星期三下午皆未排課，故修
正學生事務會議召開時間為 10/17(星期三)及 1/2(星期三)下午召開，方便委員出席。
另核給學生代表公假與會。
2.自下次學生事務會議開始，會議簽到單形式改採委員姓名及簽到欄並列，俾便快速
辨識出席委員。
3.增列慈懿會時間：9/28(大一~大四)、10/19(醫學院、生科院)、10/26(人社院、教傳院)、
11/23(醫學院、生科院)、11/30(人社院、教傳院)、12/21(醫學院、生科院)、1/4(人社
院、教傳院)
4.增列「9/17-9/29 慈濟公費申請」及「9/18 慈濟公費申請說明會」
。
5.因應人社院下學年搬遷至介仁校區，同意生活輔導組彈性修正生輔組行事曆，修正
後生輔組行事曆送下次會議核備。
6.建議僑生期初及期末座談與外籍生合辦。
7.修正後 96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事務處行事曆如會議紀錄附件。

柒、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提案一】
生活輔導組 提
案由：請同意增訂「慈濟大學三軌輔導制度實施要點」
，如說明。
說明：依現況增訂本要點，詳如附件二。
決議：1.辦法名稱為「三軌輔導制實施要點」
，唯草案內容僅說明導師相關規範，對諮商中心
及慈懿會著墨太少，建議將本辦法更名為「導師制度施行細則」
，僅針對導師部分制
定相關作業規範，並另外增訂「三軌輔導制實施辦法」
。
2.「導師制度施行細則」重新修正後以書面送委員審核，若作業來不及則提送下次會
議審議。重新修訂之導師制度施行細則應涵蓋所有導師相關作業規定。
3.三軌輔導制實施辦法修訂內容應包括：三軌輔導制宗旨、三軌輔導制各軌之功能及
各軌間之合作機制、導師支持系統(如學生輔導轉介機制)等。
【提案二】

公衛系尹立銘委員 提

案由：本學期公衛系系週會時間學生社團評鑑時間相同，許多同學以參加社團評鑑為由請假，
惟各系系週會一學期僅排一次，公衛系很重視系週會師生交流時間，敬請學務處安排
活動時能避開各系院週會時間。
學務長回應：因學校活動相當多，不得以常有活動撞期情事發生；又社團評鑑原以為只要少
數幾位幹部出席解說即可，沒想到同學們皆以參加社團評鑑為由請假，敬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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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學務處日後安排活動將盡量避免與其他活動撞期，惟不得以撞期亦請大家
包涵。

捌、散會：17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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