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96

年 11 月 6 日 0960000825 號簽核定

壹、時間：9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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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委員：劉佑星總務長、李哲夫院長、許木柱院長
遴聘委員：醫學院—醫資系林紋正助理教授、醫學系賴志嘉副教授
生科院—生科系邱淑君副教授、人遺所顏瑞鴻副教授
人社院—社工系王文娟講師、英美系張堯欽助理教授
教傳院—傳播系毛榮富助理教授、兒家系張毓幸副教授
學生代表—護理三呂宗憲、生科二何懿洲、社工三柯偉哲、社工四劉玉惠
傳播三王韻慈

請假人員：陳立光院長、高強華院長
缺席人員：李錫堅教務長、洪素貞主任秘書
記錄：石美齡

伍、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主席報告：
今天的會議改至下午 4 時 30 分才召開，係因下午 1 時 30 分秘書室召開系所評鑑說明之
重要會議，唯恐該會議無法於 3 時 30 分結束，因此延至 4 時 30 分才召開。感恩大家撥冗參
與今天的會議。
因原人社院教師代表星期三下午七、八節有課，臨時更換，而學生代表部分因系聯會作
業不及，未能提早提供學生代表名單，因此，今天未能致予聘函，敬請人社院教師代表及學
生代表見諒，將於下次會議補送學生事務會議委員聘函。
原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多達 45 名，因委員出席率不高，常因出席人數不足需等待人數達法
定人數後才能開議，因此參考校務會議，自本學年度起將學生事務會議代表降至 21 名，以提
升議事效率，非常感恩大多數委員均能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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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 96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事務處行事曆。(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執行情形】修正後 96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事務處行事曆，併同 96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會
議會議紀錄呈校長核定後，於 96 年 6 月 11 日於學生事務處網頁公告週知。
(二)變更醫學系五年級書卷獎頒獎方式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執行情形】自 96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三)通過「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辦法」修正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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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自 96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四)修正通過「慈濟大學書卷獎實施辦法」
。(報告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執行情形】自 96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五)通過「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報告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執行情形】自 96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六)變更醫學系六、七年級導師案。(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執行情形】96 學年度醫學六共分 11 組，每組 4-5 人；醫學七共分 13 組，每組 4-5 人。
(七)通過「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執行情形】
「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依規定送 96 年 6 月 12 日第 41 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並奉校長核定，核定後「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於 96 年 10 月 12 日
公告週知。
(八)「慈濟大學三軌輔導制度實施要點」制定案。(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執行情形】目前仍依據上次會議委員建議與各相關單位研擬制定中。
(九)有條件同意護理二洪榆嫚同學申請 96 年 9 月 12 日進駐女生宿舍案。(報告單位：生活輔
導組)
【執行情形】生輔組已核定洪生 96 學年度住宿案，另於 96 年 10 月 12 日發送 email 提醒洪
生住宿期間務必遵守宿舍相關規定。

陸、臨時動議
【提案一】
生活輔導組 提
案由：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陸、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管理 二、大學部住宿學生
(四)輔導與管理規定第 1、2 條文修正(草案)案，提請 審議。
說明：1.「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第四條輔導與管理規定第二款本學期中未住宿
期間累計達六十天，予以勒令退宿。」該條款六十天計算上常有爭議，建議予以修
改。
2.另生輔組目前系統及人力，無法做到「學校對學期中累計達二十天(含)外宿頻繁者，
必需通知導師及輔導教官」
，建請取消該條款。
3.建議修正詳如條文對照表
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陸、學生宿舍秩序輔導 陸、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管 1. 生 輔 組 目 前 系 統 及 人
與管理
理
力，無法做到「學校對學
期中累計達二十天(含)外
二、大學部住宿學生
二、大學部住宿學生
(四)輔導與管理規定

宿頻繁者，必需通知導師

(四)輔導與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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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1.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 1.學校對學期中累計達二十
及輔導教官」
，建請取消該
累計達六十次，予以
天(含)外宿頻繁者，必需通
條款。
勒令退宿。但專案審
知導師、院教官及家長進 2. 條文中未住宿期間累計
核通過者不在此限。

行輔導。
2.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累計
達六十天，予以勒令退
宿。但專案審核通過者不

60 天，較有爭議，例如：
(1)外宿：96 年 10 月 16 日
離開宿舍申請外宿。
(2)96 年 10 月 16 日 23 時

在此限。

至 96 年 10 月 17 日 6
時。
(3)按法規外宿天數計算 2
天。
(4)實際外宿次數：1 次。
建議以次數計算較無爭議
及公允。

辦法：陳請會議討論。
決議：1.決議通過刪除「陸、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管理 二、大學部住宿學生 (四)輔導與管理
規定 1.學校對學期中累計達二十天(含)外宿頻繁者，必需通知導師、院教官及家長
進行輔導。」之規定。
2.維持「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累計達六十天，予以勒令退宿。但專案審核通過者不在
此限。」之規定，惟外宿天數之認定為 23:00 至翌日 6:00 核計一天，(例如：學生申
請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8 日外宿，實際外宿天數核計為 2 天，而非 3 天。)並請電算
中心協助修正外宿天數之計算程式。
3.修正通過後辦法條文如下：
961017 會議修正通過條文
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陸、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 陸、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 陸、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管
管理
二、大學部住宿學生

管理
二、大學部住宿學生

(四)輔導與管理規定
1.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累
計達六十天，予以勒令

(四)輔導與管理規定
(四)輔導與管理規定
1.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累 1.學校對學期中累計達二十
計達六十次，予以勒令
天(含)外宿頻繁者，必需

退宿。但專案審核通過
者不在此限。

理
二、大學部住宿學生

退宿。但專案審核通過
者不在此限。

通知導師、院教官及家長
進行輔導。
2.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累計
達六十天，予以勒令退
宿。但專案審核通過者不
在此限。

【提案二】
傳播學系毛榮富委員 提
案由：校本部晚上 8:30 開放學生機車可以進入校園，發現學生車速很快，基於公共安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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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已向劉教官反應，惟狀況未見改善，請學務處繼續加強宣導。
學務長：學務處將加強宣導，也請學生代表們代為宣導，當初學校同意 20:30 過後機車可以
進入校園，係學生們承諾車速要放慢至 20 公里以下，但現在大家都不守諾言，若同
學們車速還是那麼快，學校會評估是否繼續開放 20:30 過後讓機車進入校園。

【人社院相關問題討論】
一、車棚尚未完成。(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總務長回應：車棚棚頂工程昨日 10 月 16 日已正式發包，因該工程由基金會營建處負責，非
本校營繕組施工，因此，工程何時完工，學校無法保證，預估工期大約還要 1
個月左右。工程延宕，學校難辭其咎，但工程進度延宕實有許多因素造成，且
基金會一直基於照顧及協助學校的立場幫忙學校，因此，學校只能努力協助工
程進度之管控並體諒基金會工程之延誤，請同學們也要體諒基金會的難處。
二、路面不平，學生騎乘機車很危險，又校園內還有許多地方尚在施工，造成學生在校園活
動很多不方便。(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總務長回應：校區路面不平整地部分，營繕組持續在進行改善中，若同學們認為還有哪些路
面不平，請提出具體地點並直接向營繕組反應，只要是營繕組可自行施工的，
營繕組會盡力而為。
三、至目前止仍使用臨時餐廳，請問正式餐廳何時可以完工。(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總務長回應：臨時餐廳除了空調設備由學校施作外，承包廠商老板已花三百多萬元改善餐廳
設備自費裝潢，約 10 月底可以完工，而人社院餐廳的菜色比校本部的好，請同
學們能給予時間改善，相信情況會好轉的。
四、各辦公室位置標示不清楚，建議多設置平面配置圖。(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總務長回應：人社院各辦公室標示圖及平面配置圖將比照校本部的規格製作，但因本次人社
院搬遷後許多工程尚在進行，且營繕組人力有限，無法立即處理完所有的案件。
事有輕重緩急，涉及安全考量及緊急案件營繕組會優先考量施作，其他案件營
繕組亦已安排施作，請同學們體諒給予營繕組時間一一處理人社院所有的案件。
五、停車場路燈不足，請加設路燈。(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總務長回應：今天(10 月 17 日)已加設路燈了。
六、人社會圖書館藏書不足，應增加藏書量。(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總務長回應：因中學圖書館尚未完工，仍使用人社院圖書館，因此，人社院相關藏書搬遷暫
無法進行，目前暫以網路線上申請代借運送服務取代，確實是較不方便，請同
學們體諒。
七、宿舍部分配膳室無電鍋，許多飲水機僅提供熱水，未提供冰水，男女舍各只有兩部飲水
機可提供冰水。(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劉教官報告：1.人社院設施設備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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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星期將召開人社院宿舍居民大會討論宿舍設施設備事宜。
學務長回應：因宿舍原為中學而設計，未規劃配膳室，但為考量兩個校區的公平性，請生輔
組再思考其他方法，務必解決女生宿舍空間不足問題。
許院長回應：1.女生宿舍需求請儘快解決，建議與語言中心討論收回部分國際學生床位，讓
部分女生搬過去，即可多出一些空間當配膳室，或放置洗衣機、脫水機等。
2.冰箱等放在 A1 區，但 A1 位在宿舍外面，晚上 11 點過後同學們要到 A1 區是
否有門禁管制的問題？
劉教官回應：1.許院長的建議可行，但研究生宿舍區目前床位尚夠，應該不需要用到國際學
生床位，但由哪些同學搬過去，同學們是否願意再搬一次，將於下星期會議
中提出來討論。
2.A1 區可由 A2 下去，但同學們抱怨從 D 區走到 A1 太遠，建議將冰箱就近放
在各區，惟生輔組尚未同意，因為人社院宿舍幹部決議加裝監視器以杜絕冰
箱賊，若放在各區，同學們可能要求各區都要加裝監視器，這是一筆為數可
觀的數目，若不裝設，屆時同學們又要抱怨學校未能解決冰箱賊問題。
學務長回應：我們要將心比心，儘速處理女生宿舍問題，會後學務處會請營繕組彭組長儘速
進行 A1 區的施作。至於飲水機問題，主秘已提出先將校本部宿舍的飲水機搬
過去人社院使用，會後學務處會請總務處協助。
總務處曹秘書回應：請生輔組填修繕單申請移機，總務處即全力配合。
許院長：2 部飲水機應該夠，可以先移原來校本部人發系及宗研所樓層的飲水機。
學務長：請劉教官與宿舍幹部討論，以不耗費太多人力為原則考量，儘速自校本部移 2 部可
提供冰水之飲水機至人社院宿舍。
八、在車棚完工前，是否可搭建臨時停車棚？(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委員回應：目前營繕組人力已不足，不宜再抽出人力搭建臨時停車棚，延誤正式車棚完工時
間，且浪費經費。
九、建議比照颱風時之權宜措施，讓機車停在騎樓下。(社工系王文娟委員 提)
總務長回應：為維護校園安全，學校的政策是除了公務與特殊狀況外，車輛不進入校園之教
學與行政區。
十、建議在車棚完工前可開放體育館靠操場及學生活動中心二側的騎樓讓學生停車，但需嚴
格要求學生將車停好，應不會影響同學到教學區及體育館，也不會影響工程車進出。(社
工四劉玉惠委員 提)
學務長回應：今天早上本人親自打電話給工地鞠主任，詢問工程落後原因，主任說明一些理
由，但也表示很無奈，基本上，人社院搬遷總務處及許院長都幫了很多忙，請
大家一定要知道，大家都盡力在做，誠如總務長所言，只要總務處可以做的，
一定盡力而為，若由基金會負責，因工程經費較高而耽擱時，也請同學們多包
涵與體諒。至於是否開放體育館旁騎樓讓同學停車，會後，將邀請總務長及許
院長實地會勘評估是否可行。目前工程確實是延誤了，但學校在做任何決策時，
必須考量財務，請同學們再忍耐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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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社院無瓊林書局，同學們要訂書或影印不方便。(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學務長回應：瓊林書局是否到人社院設點並非學校能決定，學校會徵求廠商到學校設點，但
是否有廠商願意來設點則不一定。
總務處曹秘書回應：同學們要訂書只要打電話給瓊林書局，瓊林書局會將書送到人社院。
十二、10 月 12 日人社院宿舍消防演練因大雨取消，因部分緩降機旁的箱子無法打開，因此，
請總務處協助檢查宿舍消防設施。(社工四劉玉惠 提)
學務長：請生輔組按月檢查消防設施。
劉教官：營繕組已進行各項消防設備的檢修了，且列入追蹤項目，預估 10 月底會改善至一個
段落。10 月第 4 個星期，將安排人社院宿舍消防逃生演練，主要測試廣播系統及安
全逃生照明設備是否正常。
學務長：請曹秘書協助追蹤營繕組各項工程。
十三、人社院通識課程不足，同學選課不方便。(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學務長：該建議將列入會議紀錄，會通識教育中心處理。
十四、接駁車班次不夠。(生科二何懿州委員 提)
學務長：請曹秘書評估是否加開班次，但庶務組提供的接駁車搭乘人數統計表顯示，很少人
搭乘接駁車。
總務處曹秘書：駁車搭乘人數統計表已公佈，但搭乘人數很少，是否還要加開班次，也請同
學們考量是否有其必要性，避免浪費能源。
十五、請於自習室加裝們，提供學生安靜的讀書空間。(社工三柯偉哲委員 提)
學務長：本問題學生已反應過，請生輔組填修繕單請營繕組施作。
劉教官：將請營繕組彭組長實地場勘再評估如何施作。
十六、上週五下雨，造成男舍洗衣間淹水，兩天後才處理完畢，經詢問過總務處國麟大哥，
國麟大哥表示係排水系統或排水孔有問題，因最近常下豪大雨，請總務處儘速協助檢
查。(社工四劉玉惠 提)
學務長：因國麟很忙，請曹秘書協助提醒。
許院長：1.人社院日前作了問卷調查，結果已整理完畢，人社院將依案件輕重緩急與各相關
單位協調，請求協助，惟請同學們考量，人社院屬於整個園區的一環，並非所有
老師及學生的建議都行得通。
2.人社院同學若有緊急事項向舍爸、舍媽反應外，請同時寫 email 至人社院信箱，人
社院也會一起追蹤，多管進行，事情會比較快獲得解決。
十七、德興棒球場旁防汛道路之顛坡目前尚未解決，請總務處協助發文至縣政府。(人社院許
木柱院長 提)
學務長：明天(10 月 18 日)下午交通大隊、縣政府工務局及趙議員到人社院場勘，請曹秘書一
併詢問三件事：(1)機車出口位置；(2)德興棒球場旁防汛道路顛坡問題；(3)介仁街路
燈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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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進度：10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交通大隊、縣政府工務局及趙議員已到人社院實地場勘，
答應儘量配合學校需求。
十八、人社院至建國路，路經慈中門口時無人行道，建議評估於生態池旁加開側門以刷卡管
制，讓學生由介仁公園旁進出，也維護學生安全。(人社院許木柱院長 提)
總務處曹秘書：原規劃機車停放在該處，但社區居民極力反對，引發很大的反彈。
許院長：介仁公園屬公共空間，學校加開側門並不需要他們同意。學生家長寫信表示若學生
在慈中門口發生車禍，學校是否要負責，若學校未處理就是學校的責任，但學校處
理了未成功又是另外一回事。
學務長：請曹秘書再與社區管理委員會討論，只讓行人及腳踏車進出側門，是否可行。
十九、學務長已向學校建議動員全校教職員於某個星期五下午到人社院打掃，主秘裁示等工
程告一段後再安排，屆時請人社院的同學一起響應打掃環境。
校本部有師生反應在教學區及地下室跳蚤橫行，總務處除了噴灑藥劑外，為了一併清
除狗身上的跳蚤，已徵求愛狗師生為狗洗澡，以徹底袪除跳蚤。

柒、散會：18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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