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 98 學年度
學務處會議第 3 次會議
時間：99 年 6 月 25 日 13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林聖傑
記錄：徐志杰
出席人員： （一）當然委員：洪素貞主任秘書、范揚皓總務長、林聖傑學務長。
（二）遴聘委員：醫學院－醫技系石志榮老師、物治系黃千惠老師。
生科院－生科系周帛暄老師。
教傳院－兒家系張麗芬老師、傳播系魏米秀老師。
人社院－社工系王文娟老師。
（三）學生代表：公衛系-陳文修、東語系-李茂志、醫資系-孫嘉岑。
列席人員：生輔組-劉怡伶組長、課器組-王心怡組長、衛保組-邱襟靜組長、職就
組-張美玉組長、諮商中心-溫錦真主任
請假人員：李錫堅教務長、教傳院張景媛院長、醫學院陳立光院長、生科院李哲夫
院長、人社院許木柱院長、分遺系溫秉祥老師、英美系江智恩老師、公
衛系-邱溥舒、教研所-吳秉忠。
出席人數：12 人
會議程序
壹、 報告事項
一、報告出席人數
二、宣讀上次會議決議
三、報告本次議程
四、主席報告
感恩各位委員撥冗出席今天會議。本學期學務處有許多法規需修正，希望各委員
能多提供意見，以利相關行政工作能順利進行。

貳、 上次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項次

決議事項

執行情形

執行單位

通過修正「慈濟大學學生懲處辦法」 1.「慈濟大學學生懲處辦法」修正，
第三條第一款修正案。
99 年 6 月 17 日由校長室核決，99
年 6 月 21 日發布公告週知全校師生
一、

及執行之。
2.99 年 6 月 14 日簽函陳教育部核
備本辦法。
3.已更新學務處生輔組「法規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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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

二、

三、

網頁資料。
4.99 年 6 月 23 日台訓(二)字第
0990104110 號公文教務部准予備
查。
修正「慈濟大學學生工讀助學金審核 一、99 年 6 月 23 日發布公告週知
全校師生及執行之。
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
二、99 年 6 月 23 日學務處生輔組
正案。
「法規彙整」網頁資料更新。法
通過修正「慈濟大學工讀生助學金實
規網址為：
施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案。

生輔組

生輔組

http://www.saoffice.tcu.edu.tw/life/club.html

四、

五、
六、
七、

通過修正「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 99 年 6 月 15 日提案四院四長行政
畫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名稱及部 會議討論，議決校長室尚未核決，
分條文修正案。
俟核決後辦理後續行政。
通過修正「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 一、99 年 6 月 23 日發布公告週知
全校師生及執行之。
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二、99 年 6 月 23 日學務處生輔組
通過修正「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協
「法規彙整」網頁資料更新。法
進會組織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規網址為：
通過修正「慈濟大學學生寄居校外及
http://www.saoffice.tcu.edu.tw/life/club.html
通學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八、

通過「慈濟大學學生宿舍住宿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

生輔組

九、

未通過「慈濟大學住宿學生獎懲實施 預定 991 學期與 99 學年度宿舍協進
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會討論修正條文。

生輔組

十、

通過「諮商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 依委員建議修改後執行。

諮商中心

通過「優良導師獎勵辦法」修正案。 學務處導師會議時，中心提出此修
改辦法詢問各導師之意見，有導師
私底下表示認為輔導與教師評鑑是
十一、
否有通過應該較無關係，建議考量
是否要修改此法條。

諮商中心

參、 提案討論
案由一：慈濟大學優良導師獎勵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諮商中心
說明：為使本校教師評鑑制度與獎勵、淘汰、升等制度連結，使評鑑結果具備實質效
力（也使本校獎勵之對象為符合本校所設定之最低標準者）
，並配合完成本校教
學卓越計畫有關教師評鑑部份之指標（上述連結為該計畫之達成指標之一）
，建
議進行本校「優良導師獎勵辦法」內容之修正，修正條文及修正說明如附件建
議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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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勵對象為本校擔任學生
導師之專任教師，通過本校當年期教
師評鑑（曾參加教師評鑑者），認真
執行本校「導師制度實施辦法」第四
條所訂各項導師職責且有下列具體
事蹟之一者：

本辦法之獎勵對象為本校擔任學生
導師之專任教師，認真執行本校「導
師制度實施辦法」第四條所訂各項導
師職責且有下列具體事蹟之一者：
一、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
與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1.為使本校教師
評鑑制度與獎
勵、淘汰、升
等制度連結，
使評鑑結果具
備實質效力
（此亦為本校
教學卓越計畫
之執行指標之
一）。

一、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
二、積極主動發現學生問題並提供協
與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助，有具體事實者。
2.目前本校「教
二、積極主動發現學生問題並提供協
三、處理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
學優良教師獎
助，有具體事實者。
體事實者。
勵辦法」、「學
三、處理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
術研究獎勵細
四、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
體事實者。
則」皆已將「通
施者。
過當年期教師
四、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
五、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具有特殊
評鑑」之規定
施者。
事蹟者。
作為獎勵條
五、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具有特殊
件，使教師評
鑑與教學、研
事蹟者。
究獎勵制度連
結，產生實質
的效力。
3.故建議修正優
良導師獎勵辦
法第二條，於
獎勵對象中增
加「通過本校
當年期教師評
鑑（曾參加教
師評鑑者）」
之規定。
決議：
1.會議討論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3

第二條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勵對象為本校擔任學生導師之專任教
師，且通過本校當年期教師評鑑（新進教師尚未
接受評鑑者不在此限），認真執行本校「導師制
度實施辦法」第四條所訂各項導師職責且有下列
具體事蹟之一者：

本辦法之獎勵對象為本校擔任學生導師
之專任教師，認真執行本校「導師制度實
施辦法」第四條所訂各項導師職責且有下
列具體事蹟之一者：

一、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有
具體成效者。
二、積極主動發現學生問題並提供協助，有具體
事實者。
三、處理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
四、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施者。
五、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具有特殊事蹟者。

一、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與活
動，有具體成效者。
二、積極主動發現學生問題並提供協助，
有具體事實者。
三、處理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
實者。
四、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施
者。
五、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具有特殊事蹟
者。

案由二：慈濟大學書卷獎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課器組
說明：990513 書卷獎審查會議，由書卷獎審查委員們提出修正建議。
修正條文
第三條 獎助條件
(一)、學期學業（智育）
成績總平均八十分以上
（該學期至少應修九學
分以上）。
(二)、該學期操行（德育）
成績八十分（含）以上及
未有記過懲處者。
(三)、以班為單位，受獎
名額為每班三名。符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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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學籍及班級歸
屬以教務處之學生名冊
為依據。（不含教育學程
延畢生）
(五)、如因實習而無法以

現行條文
說明
1.刪除每班前三名之規定，以利
第三條 獎助條件
資格不符時的人員遞補。
(一)、學期學業（智育）成績總
平均八十分以上（該學期至少應
2.每學年書卷獎發給辦法皆依學
修九學分以上）。
生入學年度之新生手冊規範執
(二)、該學期操行（德育）成績
行。
八十分（含）以上及未有記過懲
處者。
(三)、以班為單位，受獎名額為
每班學業成績的前三名。符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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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學籍及班級歸屬以教
務處之學生名冊為依據。
（不含教
育學程延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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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異議或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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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學期成績決定者，則由該
系主任提供書卷獎名單。
(六)、如有任何異議或特
殊情況，依據「獎助學金
審查委員會」會議之議
決。

現行條文
況，依據「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
會議之議決。

說明

第四條 獎助項目
獎學金額度依每年核定之預算頒
給，自 95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第四條 獎助項目
獎學金額度依每年核定
之預算頒給，依各學年度
新生入學招生簡章為依
據。
決議：
1.修正條文照案通過。
2.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三條 獎助條件
(一)、學期學業（智育）成績總平均八十分以上
（該學期至少應修九學分以上）。
(二)、該學期操行（德育）成績八十分（含）以
上及未有記過懲處者。
(三)、以班為單位，受獎名額為每班三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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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學籍及班級歸屬以教務處之學生名冊
為依據。（不含教育學程延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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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異議或特殊情況，依據「獎助學
金審查委員會」會議之議決。

第三條 獎助條件
(一)、學期學業（智育）成績總平均八十
分以上（該學期至少應修九學分以上）。
(二)、該學期操行（德育）成績八十分（含）
以上及未有記過懲處者。
(三)、以班為單位，受獎名額為每班學業
成績的前三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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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學籍及班級歸屬以教務處之學
生名冊為依據。（不含教育學程延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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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異議或特殊情況，依據「獎
助學金審查委員會」會議之議決。

第四條 獎助項目
獎學金額度依每年核定之預算頒給，依各學年度 第四條 獎助項目
新生入學招生簡章為依據。
獎學金額度依每年核定之預算頒給，自 95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案由三：「學生團體服務學習補助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課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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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為統整本校學生申請服務學習活動，經與服務學習中心討論後，擬將「學生團
體服務學習補助辦法」轉由服務學習中心承辦，故提案廢止此辦法，另由服務
學習中心增訂相關規範。
決議：
1.照案通過刪除本辦法。
案由四：調整體育館收費標準，提請討論。-課器組
說明：
一、原體育館使用證使用年限為半年，學生費用為 500 元，教職員及志業體同仁費用
為 1000 元，其餘會員為 1500 元。
二、因應教職員工生的方便性，故提出使用證不同期限之申請，分別為一年期、半年
期及暑期，說明如下：
（1）一年期使用證使用對象：慈濟教育志業體員工與學生
費
用：優惠 9 折收費。同仁 1800 元、學生 900 元。
(2)半年期使用證-依原收費標準
（3）學生暑期雙月卡使用對象：慈濟教育志業體學生(社會推廣中心學員除外)
費
用：300 元
使用時間：每年暑期 7/1~8/31
決議：
1.條文照案通過。
肆、

臨時動議
案由一：慈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學務處
說明：為符合現行會議統一由學務處召開，並依教務長意見修改當然委員人員，擬修
改相關條文內容。

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會議成員包括當然委員及遴
聘委員。當然委員由學生事務
長、主任秘書、學院院長擔任
之。遴聘委員由學院院長遴聘
所屬系所教師二人、由學生會
或學生自治組織遴派或推選學
生代表(含研究生代表)五人擔
任之，任期為一年，連聘得連
任。

現行條文

說明
1.因學務會議與總務處、教務
第二條
處無必要性，擬刪除當然委
本會議成員包括當然委員及遴
員中之教務長與總務長。
聘委員。當然委員由學生事務
長、教務長、總務長、主任秘 2.修改學生事務會議辦理單
書、學院院長擔任之。遴聘委
位，原由生活輔導組改為學
務處承辦。
員由學院院長遴聘所屬系所教
師二人、由學生會或學生自治
組織遴派或推選學生代表(含
研究生代表)五人擔任之，任期
為一年，連聘得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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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會議置主席一人，由學生事
務長擔任，業務由學生事務處
承辦。

第三條
本會議置主席一人，由學生事
務長擔任，業務由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承辦。

決議：
1.修正條文照案通過。
2.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二條
本會議成員包括當然委員及遴聘委員。當然委員
由學生事務長、主任秘書、學院院長擔任之。遴
聘委員由學院院長遴聘所屬系所教師二人、由學
生會或學生自治組織遴派或推選學生代表(含研
究生代表)五人擔任之，任期為一年，連聘得連任。

第二條
本會議成員包括當然委員及遴聘委員。當
然委員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
主任秘書、學院院長擔任之。遴聘委員由
學院院長遴聘所屬系所教師二人、由學生
會或學生自治組織遴派或推選學生代表
(含研究生代表)五人擔任之，任期為一
第三條
本會議置主席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擔任，業務由 年，連聘得連任。
學生事務處承辦。
第三條
本會議置主席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擔任，
業務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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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慈濟大學學生社團經費補助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課器組
說明：為鼓勵社團配合教育部及學校特色主題發展，擬修改相關條文內容。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參、補助原則

參、補助原則

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來源
應以自行籌措為原則，亦得向
學校申請補助。

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來源
應以自行籌措為原則，亦得向
學校申請補助。

一、社團具有下列情事，不予
補助：

一、社團具有下列情事，不予
補助：

１、學期初應繳資料、活動
申請資料、經費核銷資料，逾
期繳交達二次或未繳之社團。

１、學期初應繳資料、活動
申請資料、經費核銷資料，逾
期繳交達二次或未繳之社團。

２、未參加前學期所舉辦社
團幹部訓練研習之社團。

２、未參加前學期所舉辦社
團幹部訓練研習之社團。

３、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前學期召集之各項會議有二次
以上無故不到之社團。

３、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前學期召集之各項會議有二次
以上無故不到之社團。

４、無故不參加社團評鑑之
社團。

４、無故不參加社團評鑑之
社團。

二、下列社團活動不予補助。

二、下列社團活動不予補助。

１、社團的迎新、送舊、聯
誼等活動。

１、社團的迎新、送舊、聯
誼等活動。

２、與社團宗旨不符合之活
動。

２、與社團宗旨不符合之活
動。

３、有營利性質之活動。
３、有營利性質之活動。
４、從事校內、外各種非法
４、從事校內、外各種非法
活動者。
活動者。
三、下列社團活動從優補助。
1、帶動中小學及社區服務活
動。
2、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3、環保教育相關活動。
4、多元性別意識教育活動。
決議：
1.條文修正後通過。
2.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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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為配合教育部指導社團發展
方向，及鼓勵社團發展性別
議題活動，故修改本辦法以
茲鼓勵。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參、補助原則

參、補助原則

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來源應以自行籌措為原
則，亦得向學校申請補助。

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來源應以自行
籌措為原則，亦得向學校申請補助。

一、社團具有下列情事，不予補助：

一、社團具有下列情事，不予補助：

１、學期初應繳資料、活動申請資料、經費核
銷資料，逾期繳交達二次或未繳之社團。

１、學期初應繳資料、活動申請資料、
經費核銷資料，逾期繳交達二次或未繳之
社團。

２、未參加前學期所舉辦社團幹部訓練研習之
社團。
３、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前學期召集之各項
會議有二次以上無故不到之社團。
４、無故不參加社團評鑑之社團。

２、未參加前學期所舉辦社團幹部訓練
研習之社團。
３、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前學期召集
之各項會議有二次以上無故不到之社團。
４、無故不參加社團評鑑之社團。

二、下列社團活動不予補助。

二、下列社團活動不予補助。

１、社團的迎新、送舊、聯誼等活動。

１、社團的迎新、送舊、聯誼等活動。

２、與社團宗旨不符合之活動。

２、與社團宗旨不符合之活動。

３、有營利性質之活動。
４、從事校內、外各種非法活動者。
三、下列社團活動從優補助。
1、帶動中小學及社區服務活動。
2、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3、環保教育相關活動。
4、多元性別意識教育活動。

３、有營利性質之活動。
４、從事校內、外各種非法活動者。

案由二：學生相關重要業務報告-生輔組
一、英美二 96515126 王楚雯同學，曠課 61 節導致操行成績 51.5 分屬於丁等，按規定應予以
勒令退學。
(一)已於 99 年 6 月 17 日敬陳師長知悉，相關資料如附件一。
(二)依本校學生操行成績考核實施要點，第三條「學生操行成績以
丙等以上為及格，丁等為不及格應勒令退學。
二、982 學期住宿學生勒令退宿之學生共 37 位。
(一)依據本校住宿學生獎懲實施細則(附件二)，第六條「為維護宿舍安全及秩序，採違規
計點制度」辦理。
(二)退宿後如欲返回宿舍注，必須按宿舍住宿辦法辦理。
參、進住、離宿、退宿 ： 一、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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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勒令退宿者：須重新提出申請，經學生事務會議審查同意
後，按法規辦理。如為六十點退宿者需專案銷案後始可提
報學生事務會議。
決議：
1.依「學生操行成績考核實施要點」相關辦法辦理。

伍、 散會（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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