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 96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97

年 6 月 5 日學務處 09700001571 號簽核定

壹、時間：97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15:30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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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素貞主任秘書、李錫堅教務長、劉佑星總務長(曹新生秘書代)
李哲夫院長、許木柱院長、高強華院長(歐銘芳代)
遴聘委員：醫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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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傳院—兒家系張毓幸副教授
傳播系毛榮富助理教授(彭之修助理教授代)
學生代表：公衛二陳琬婷、人發二陳冠臻、英美二李逸純、
社工四劉玉惠(公衛二邱溥舒代)、教研一吳秉忠
請假人員：陳立光院長、英美系張堯欽助理教授、醫資系林紋正助理教授
列席人員：
：生輔組王作民、課外組何秋苹組長
伍、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會議，也感謝各位六年來對本人擔任學務長的支
持。今天的提案較少，希望今天的會議能在 5 點半以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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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通過「深夜(00:00-06:00)限制學生宿舍之網路服務類別」案。(報告單位：
生活輔導組)
【執行情形】
1.已於 4 月班代會議宣達生輔組加強生活教育及輔導方向。
2.已於本學期各系導師暨慈懿會座談會進行報告，社工系老師認為學生網路使用
情形提供老師輔導，有違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隱私權。
3.電算中心預計 6 月 1 日完成學生宿舍學生上網資料與諮商中心導師輔導系統結
合等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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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輔組已製作勿沈迷網路相關公告，諮商中心 97 年 5 月 29 日亦辦理「網路沉
迷講座」。
(二)研議學生體適能改進方案。(報告單位：體育室)
【執行情形】將於 6 月 16 日召開體育委員會議討論。
(三)修正通過以下辦法規章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1.「慈濟大學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2.新增「慈濟大學學生週會實施辦法」案
3.廢止「慈濟大學清寒助學金實施辦法」案
【執行情形】1.修正法規已於 4 月 3 日社團負責人聯繫會議公告。
2.公告於課外組網頁。
(四)修正通過以下辦法規章案。(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1.廢止「慈濟大學學生急難助學金實施辦法」案
2.「慈濟大學學生班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3.「慈濟大學班級幹部考評暨獎懲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
4.「慈濟大學教室整潔暨資源回收實施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5.「慈濟大學學生請假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6.「學生宿舍住宿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7.「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8.「住宿學生獎懲實施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9.「慈濟大學操行成績考核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
【執行情形】已於 97 年 4 月 9 日及 16 日上網公告週知，並於 97 年 4 月 1 日校
本部班代聯繫會議及 97 年 4 月 3 日人社院班代聯繫會議宣達。
(五)駁回「學生黃品宣申請 962 學期返回宿舍住宿」案。(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執行情形】該生已依規定搬出學生宿舍，賃居校外。
(六)961 學期宿舍夜間消防演練，出席學生被誤記重大集會曠課案。(報告單位：
生活輔導組)
【執行情形】97 年 4 月 23 日已簽請核定完成修正本案四名被誤記重大集會曠課
學生之操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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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學生事務處提案

案由：97 學年度上學期學務處行事曆(草案)(詳附件一)，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生活輔導組 提案

案由：「慈濟大學操行成績考核實施要點」修正案，如說明。
說 明：1.97 年 3 月 12 日學生事務會議委員議決，因學生請事假浮濫，請生輔
組參考職員考績辦法「請事假超過 7 天者，考績不得列為優等，超過
14 天者考績不得列為甲等」之精神，重新研擬增訂請假需扣操行成績
之規範。
2.第七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第七條

1. 因 學 生 請 事 假 浮

學生在校學習表現行為，如

學生在校學習表現行為，如

濫，參考職員考績

有特殊情況需請假者，應按

有特殊情況需請假者，應按

辦法「請事假超過

照慈濟大學學生請假規則辦

照慈濟大學學生請假規則辦

7 天者，考績不得

理，列入操行成績計算增減

理，列入操行成績計算增減

列 為優 等， 超過

其分數，增減按下列辦法計

其分數，增減按下列辦法計

14 天者考績不得

算之。

算之。

列 為甲 等」 之精

(一)集會或上課缺席：各種集 (一)集會或上課缺席：各種集

神，重新研擬增訂

會或上課按實際時間計

會或上課按實際時間計

請 假需 扣操 行成

算，曠課一小時者扣操行

算，曠課一小時者扣操行

績之規範。

成績零點五分，不足一小

成績一分，不足一小時以 2. 本 要 點 第 七 條 所

時以一小時計算。遲到二

一小時計算。遲到二次作

訂曠課一節扣操

次作缺席一次，扣操行成

缺席一次，扣操行成績一

行分數之標準與

績零點五分。

分。

「學生請假規則」
曠課累計達四十

(二)事假：請課業假或事假十

五小時者，予以退

小時扣操行成績一分。
(三)集會假：集會時請事假四 (二)集會假：集會時請事假四
小時，扣操行成績一分。

小時，扣操行成績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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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喪、產、公、病假不 (三)婚、喪、產、公、病假不
扣分。

扣分。

決議：1.照案通過。
2.同一時段不得選二門課為規定，必須嚴格遵守，並加強宣導學生及系所
守法的觀念。
3.學生不得利用其他課程時間，請公假進行另一門課程老師所指定的實驗
或研究等，請各系所加強與老師溝通，避免指派學生要犧牲其他課程才
能完成的作業，也請各系所在排課時，避免必修課與實習課排在同一時
段，造成學生選課困擾。
【提案三】

生活輔導組 提案

案由：「慈濟大學班級幹部考評暨獎懲實施要點」修正案，如說明。
說明：
修正條文(草案)
第四條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因實際

獎勵辦法：(初評需有百分之五十以 獎勵辦法：(初評需有百分之五十以

狀況做

上同學參與始得列入獎勵依據)

上同學參與始得列入獎勵依據)

修正。

一、獎勵：(略)

一、獎勵：(略)

二、證明書：擔任幹部者導師建議 二、證明書：擔任幹部者導師建議
敘獎，學生事務長審核確定敘

敘獎，學生事務長審核確定敘

獎者，始得申請證明書(如附表

獎者，始得申請證明書(如附表

四)。

四)。

三、獎狀：擔任幹部者導師建議敘 三、獎狀：擔任幹部者導師建議敘
獎，學生事務長審核確定敘獎

獎，學生事務長審核確定敘獎

者，始得申請獎狀(如附表五)。

者，始得申請獎狀(如附表五)。

四、表現優異幹部申請獎狀者，將

四、表現優異幹部申請獎狀者，將

於公開場合頒發獎狀及接受表

於校長週會頒發獎狀及接受公

揚。

開表揚。

決議：1.照案通過。
2.日後學務處各單位證明書或獎狀由學務長核章，不再送校長核章。
【提案四】

課外活動指導組

提案

案由：增加「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活動募款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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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明訂辦法，讓學生辦理活動時有更明確規定法則可遵行。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活動募款辦法(草案)
壹、依據
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制定。
貳、宗旨
為使社團活動的經費補助能更公平並有計畫的籌措活動經費，使舉辦的活動
能順利進行。
參、受理申請對象
本辦法受理之申請單位，含括內校所有學生自治組織、學生社團。臨時編組
之團體（如課程需要、公演等）則由相關系所教師與主管監督及指導。
肆、申請募款須知
一、所有申請募款之單位，皆受本辦法之規範。
二、如欲向慈誠懿德會募款，需統一向人文處申請，不得有私下向慈誠懿德
爸爸媽媽募款之情事。
三、如為活動募款，請於活動核備表上註明欲募款之金額及可能之對象，在活動七
日前繳交至課指組審核，經課指組核可後始得開始募款。募款時不論金額多寡，
皆需開立二聯式收據（並於備註欄中註明受款單位及指定用途）
，以供活動
核銷時備查。
四、如為物資贊助，受贈單位在接受各界實物捐贈時，應知會課指組協助點收。
捐贈物品如有鑑價需要時，應由捐贈人提出鑑價證明書，並由總務處聘請相關
專業人士確認物品價值後，始得接受捐贈。
五、募款單位如未遵守本辦法之規定時，課外活動指導組將取消該單位相關活動補
助款；募款活動雖經核准，募款單位與募款對象如有爭執或糾紛而讓學校名譽
受損時，負責人將依學生懲處辦法處理。
伍、活動完成後核銷程序
一、各單位活動結束後之經費核銷，應備妥成果檔案一份、募款收據聯存單
一份、經費補助申請表及支出憑證黏貼單各三份，在活動結束後二週內
送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查核銷。
二、如募款對象為校外營利事業，受贈單位可依捐贈款項不同，於活動結束
後三日內，製作「感謝狀」或「活動成果檔案」回饋商家。
陸、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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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通過本辦法如下：
學生團體募款辦法

97 年 5 月 28 日 96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宗旨
為輔導學生團體經費之籌措管理，並能有效運作與發展，提升學生舉辦活
動之品質，特制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適用對象
本辦法所規範對象，包含本校所有學生團體。
參、申請募款須知
一、如欲向慈誠懿德會募款，需統一向人文處申請，不得有私下向慈誠懿
德爸爸媽媽募款之情事。
二、如為活動募款，請於活動核備表上註明欲募款之金額及可能之對象，在活
動七日前繳交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經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可後始得開始
募款。募款時不論金額多寡，皆需開立二聯式收據（並於備註欄中註明受
款單位及指定用途）
，以供活動核銷時備查。
臨時編組之團體另須經相關系所教師與主管同意後，始得提出申請。
三、如為物資贊助，受贈單位在接受各界實物捐贈時，應知會課外活動指導
組協助點收。捐贈物品如有鑑價需要時，應由捐贈人提出鑑價證明書，並
由總務處聘請相關專業人士確認物品價值後，始得接受捐贈。
四、募款單位如未遵守本辦法之規定時，課外活動指導組將取消該單位相關活
動補助款；募款活動雖經核准，募款單位與募款對象如有爭執或糾紛而讓
學校名譽受損時，負責人將依學生懲處辦法處理。
肆、活動完成後經費稽核程序
一、活動結束後，募款單位應備妥成果檔案一份、募款所得款項帳目及活
動經費收支明細表(新增)、募款收據聯存單一份、經費補助申請表及
支出憑證黏貼單各三份(未申請經費補助者，免交)，在活動結束後二
週內送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查核銷。
二、如募款對象為校外營利事業，受贈單位可依捐贈款項不同，於活動結
束後三日內，製作「感謝狀」或「活動成果檔案」回饋商家。
伍、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2.請課指組提供統一的收據樣本供各單位參考使用。
3.日後學生團體舉辦活動之感謝狀(函)授權由課外組核章，不核蓋校長或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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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4.各級學生團體及個人不論是否受學校經費補助，凡對外募款者，皆須受本辦法
規範，募款所得款項帳目與收支明細，並由課指組負責審查與稽核。
5.秘書室會後將請人事室或會計室制訂教學行政研究單位或教職員對外募款之
相關辦法。
柒、臨時動議
案由一：請學務處派專人於人社院聯合辦公室提供服務，不要由現有人力派員
輪流至人社院聯合辦公室輪值。
說明：學生到人社院聯合辦公室洽辦學務處相關業務（如請假或借用器材）時，
常找不到人服務，致使人社院學生必須到校本部洽公或借不到器材。
決議：會後學務處會進行全盤檢討改進，以滿足人社院學生需求。
案由二：請建立公平的上課簽到及點名機制。
說明：1.有同學反應上課簽到表由班代或小老師列印，並由學生自行傳遞簽到，
但有同學因簽到表未傳遞到，故未簽到，而被記曠課。
2.老師們對於點名及簽到的作法及要求不一，對學生不盡公平。
決議：1.請同學要維護自己權益，主動詢問確認簽到事宜，並確實簽到。
2.點名是老師的權利，請同學們遵守及適應上課老師的規定，不得以其他
班級的作法要求老師或學校配合修正上課點名之規範。
3.若學生確實到課，但因種種原因而被記曠課時，學生可以請授課老師銷
案，同學們要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
案由三：今天通過的曠課一小時扣操行零點五分之規定，自何時開始實施？
決議：會議紀錄核定後開始實施，今天以前的曠課案，仍適用舊法之規定。
案由四：最近二個星期，人社院宿舍已無預警停水三次，且是晚上洗澡時段停
水，除了未延長熱水供應時間外，復水時，水也是混濁的，同學們多
使用飲水機的水洗澡，造成人社院學生很大的困擾。
決議：1.日後類似狀況發生時，請宿舍輔導員於第一時間公告讓住宿學生清楚事
件發生的原因及後續處理狀況。相關公告訊息並請知會人社院秘書，由
人社院秘書再公告一次。
2.請人社院校安人員儘速請求營繕組協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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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緊急狀況時，請營繕組以學生之需求為優先考量，必要時，可先進貨，
事後，再補行政程序。
捌、散會：
散會：17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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