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九十五學年度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紀錄
95.10.17 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壹、時間：95 年 10 月 4 日(星期三)15:30
貳、地點：第二教學研討室
參、主席：范德鑫學務長
肆、出席人員：
當然代表：洪素貞、張芙美、林學仁、林銘德、林榮寵、賴靜蓉、王豊裕、尹立銘
劉瑞瓏、邱鐵雄、謝坤叡、劉怡均、徐雪瑩、許木柱、徐信義、古添洪
羅時燕(許純惠代)、徐南麗(陸秀芳代)
教師代表：胡馨丹、葉思芳
導師代表：葉綠舒、陳俊堯
學生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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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一 A 何懿洲、護理一王子昂、原健所二張淑媚

列席人員：生輔組秦文龍組長、劉怡伶教官
請假人員：李錫堅、高強華、李明軒、程諾蘭、李哲夫、彭之修、潘靖瑛、許明木
郭登聰、盧蕙馨、陳紀雄、陳立光
記錄：石美齡

伍、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非常感謝大家百忙之中出席本次會議，由出席委員人數得知各位委員對於學生事務皆十
分支持，謹向各位委員表示萬分謝意。
教育部訓委會今日來函通知，因網路上流傳學生將串連罷課及參與政治事宜，教育部特
召集各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學校學務長開會決議，做出以下建議：
1.為有效因應及預防學生遭受意外傷害，建議各校召開應變小組會議。
2.學校應事先透過理性溝通讓學生了解於參與各項校外活動時，應遵守學校相關規定，
若個人參加必須請假，必要時，校方應通知家長，提供必要的協助與督導。
3.各校應鼓勵學生不要罷課且要用心學習，以保障每位學生學習及受教權。
4.各校應提醒行政人員與教師應依教育基本法本中立原則處理相關事件，並確保教育專
業自主及正常發展，避免政治不當干預。
5.各校應教導學生面對社會事件時，要思考各種不同角度的訊息，學習理性而獨立之判
斷，並且運用和平與民主的程序進行對話與討論。
6.學校多辦理一些有意義的活動，讓學生多參與且發揮影響力。
慈濟一向不參與政治，特別是不得以學校名義及慈濟名義參加前述所提相關活動，也請
各位師長提醒同學特別注意安全並遵守法紀。至於是否需召開應變小組會議，請委員
們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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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報告：
(一)通過學生事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草案)。(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執行情形】依上次會議決議增列慈懿會時間之學生事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已於開學
前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網頁週知，惟因本學年度起體育室納入學務處，又諮商中
心調整部分行事曆內容，故學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將再次提送本次會議
審議。
(二)修正通過「慈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執行情形】本案經上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後，依規定提送 95 年 6 月 7 日第 38 次校務
會議修正通過，並奉校長核定後，於 95 年 6 月 15 日公告週知。惟依現行學生
事務會議設置辦法規定，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共 45 人，人數過多，擬於本次會議
再次提案討論適切之委員人數，以提升議事效率。
(三)通過「慈濟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組)
【執行情形】已於 95 年 7 月 21 日公告於課外組網頁，並開始實行之。
(四)通過「慈濟大學優秀青年遴選辦法」制訂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組)
【執行情形】新法於 95 年 7 月 21 日公告於課外組網頁，將於 95 學年度開始實行之。
(五)修正通過「慈濟大學應屆畢業生聯合會組織章程」制訂案。(報告單位：課外活動組)
【執行情形】新法於 95 年 7 月 21 日公告於課外組網頁，於 95 年學年度開始實行之，並已於
9 月 27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大會。
(六)修正通過「慈濟大學遺失物招領處理辦法」(草案)。(報告單位：生活輔導組)
【執行情形】95 年 6 月 5 日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公告週知。

陸、提案討論
【提案一】

學生事務處 提

案由：學生事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1.依上次會議決議增列慈懿會時間之學生事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已於開學前公
告於學生事務處網頁週知，惟因本學年度起體育室納入學務處組織，又諮商中心調整
部分行事曆內容，故學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修正草案)再次提送本會審議。
2.學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修正草案)如附件一。
決議：1.體育室增列 10 月 21 日舉辦「志業體協力盃籃球賽」。
2.10 月 21 日至 27 日校慶週，請學務處規畫舉辦活動，讓師生皆有參與感。
3.修正後學生事務處 95 學年度上學期行事曆如會議紀錄附件一。

【提案二】

學生事務處 提

案由：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提請 審議。
說明：1.修正說明詳修正條文對照表說明。
2.慈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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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現行條文

第二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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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由校長就專任教師
中遴聘三人、由學生事
務長就導師中遴聘三
人、由學院院長就各該
學院系所主管中分別遴
聘系與所主管代表各一
人、由學生會或學生自
治組織遴派或推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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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人文處
主任、通識中心主任、
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學
院院長、研究所所長、
系主任擔任之。遴聘委
員由校長就專任教師中
遴聘二至三人、由學生
事務長就導師中遴聘二
至三人擔任之，由學生
會或學生自治組織遴派
代表(含研究生代表)五 或推選學生代表十人擔
人 擔 任 之 ， 任 期 為 一 任之，任期為一年，連
年，連聘得連任。
聘得連任。

1.學生事務會議討論議題多涉及總務處
相關業務，故當然委員增列總務長。
2.學生事務會議討論事項與人文處、通識
教育中心及國際事務中心業務相關較
少，故建議刪除之。
3.按目前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之規定，
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共 45 人，依往例系所
主管代表出席會議之出席率不高，常常
已逾開會時間，出席人數仍不足法定人
數，必須延時或先行召開，等待達到法
定人數。為使會議能順利召開，提升議
事效率，茲參酌他校學生事務會議之代
表組成方式(詳附件二)，修正本校學生事
務會議代表之產生方式。
4.學生代表雖於 94 學年度第 4 次學生事
務會議修正為 10 人，惟本次修法配合
當然委員人數大幅縮減，亦同時縮減學
生代表人數為五人。學生代表人數佔會
議成員總額六分之一。

決議： 1.刪除遴聘委員之教師代表及導師代表各三人。
2.修正遴聘委員各學院代表之產生方式「由學院院長就各該學院系所主管中分別遴聘
系與所主管代表各一人」為「由學院院長遴聘所屬系所教師二人」。
3.修正後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代表人數為當然委員 8 人、遴聘委員 8 人、學生代表 5 人，
共 21 人。
4.修正後條文如下表：
95.10.04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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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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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聘委員由校長就專任教師中遴聘三
人、由學生會或學生自治組織遴派或推 人、由學生事務長就導師中遴聘三人、
選學生代表(含研究生代表)五人擔任 由學院院長就各該學院系所主管中分
之，任期為一年，連聘得連任。
別遴聘系與所主管代表各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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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修正後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如會議紀錄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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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李然婷、張淑媚委員 提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之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點名規定，提請 討論。
說明：1.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年齡已屆法定成年之規定，且基於教育立場，實應信任研究所
暨醫學五學生並養成其自主負責之態度，故提案修正原條文關於研究所暨醫學五學
生之點名規定，修正條文內容如下表。
2.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常因學習、實驗因素致無法確定夜間返回宿舍之時間，造成點
名制度實施有其困難之處。
3.本提案業經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住宿研究生暨醫學五學生共計 148 人(86%)之連署
同意，連署單如紙本資料，請委員傳閱。
4.在職生因其上課時間各所皆不一，如教研所週末教學碩士班兩週上課一次，故其住
宿期間一學期僅有九次左右（護研所、社工所皆有其特殊性）
，特說明本辦法「輔導
與管理規定」
：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累計達六十天，予以勒令退宿，應不適用於在職
生、實習生及全體研究生。
建議：修正「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之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點名規定、
「輔導與管
理規定」第二點及『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住宿』自主管理同意書。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草案）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三、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
生：
(一)基於研究所暨醫學五住
宿學生學習及研究需
求，及尊重自主管理負責
態度，研究所暨醫學五住
宿學生超過宿舍大門關
閉時間欲進入者，應以學
生證刷卡進入。
(二)申請住宿時，並應簽署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研
究所暨醫學五學生住宿』
自主管理同意書」
（如附表
四）。

三 、 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
生：
(一)基於研究所暨醫學五住
宿學生學習及研究需
求，及尊重自主管理負責
態度，研究所暨醫學五住
宿學生應於申請宿舍床
位時填具「自主管理同意
書」(如附表四)，並承諾
遵守相關規定，如不同意
填寫該同意書，則應遵守
大學部相關規定。
(二)點名規定：
1.每晚十二時由宿舍協進
會負責點名，宿舍管理
員必要時得進行抽點。
2.申請當日二十四時至翌
日六時不住宿者，應上
網登錄外宿或填寫「外

1.修正現行條文(一)附表四「慈濟
大學學生宿舍『研究所暨醫學
所五學生住宿』自主管理同意
書」之內容，內容下表。
說明：
因原自主管理同意書之內容與
實際需求不符，故提請修正。
2.原條文(二)建議予以刪除。
說明：
依據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生
輔組所受理住宿研究所暨醫學
五學生申請遲歸之數據顯示，
因實驗或學習因素申請遲歸
者，共計 31 件（不包含大部分
男舍未申請遲歸者）
，佔全體研
究生之比例約 20%，簡言之，
實際遲歸人數應多於申請人
數，故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之
進宿時間無法確實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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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記錄簿」
，並應於二十
四時前離舍，逾時未離
舍，視同放棄外宿。
(四)輔導與管理規定：
(四)輔導與管理規定：
2.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累計
2.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累計
達六十天，予以勒令退宿。
達六十天，予以勒令退宿。
此條款不適用在職生、實習
生及全體研究生。

各研究所在職生因工作因素，其
修課天數於一星期中僅集中固定
幾天，故住宿天數有時無法確實
掌握，而此使本規定實施有窒礙
難行之處。

附表四「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住宿』自主管理同意書
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草案）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本人
係
系
（所）
年級學生，申請住宿前均
已詳閱慈濟大學學生住宿辦法、及慈
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並於
住宿期間遵守相關規定；同時因在校
學程學習性質，及實驗所需事實，選
擇依個人意願並徵詢家長（配偶）認

本人
係
系（所）學生，申請住宿前均已
詳閱慈濟大學學生住宿辦法、及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
法，並於住宿期間遵守相關規
定；同時因在校學程學習性質，
及實驗所需事實，選擇依個人意
願並徵詢家長認同，採行自主管
理方式外，仍應遵守宿舍安全、
秩序、清潔等相關規定，各項表
現依「慈濟大學住宿學生獎懲實
施細則」規定辦理。

說明：
參酌原自主管理同意
書之內容，並增列自
主管理之方式，以補
原條文不足。

同，採自主管理方式，即超過門禁時
間，以學生證刷卡進出宿舍，並自負
個人安全之責，學校無需為本人言行
負責，此外本人仍應遵守宿舍安全、
秩序、清潔等相關規定，各項表現依
「慈濟大學住宿學生獎懲實施細則」
規定辦理。

另寢室為休息及自習空
間，同寢成員應訂定寢室公約，
另寢室為休息及自習空間，同寢 一切個人活動以不影響他人安
成員應訂定寢室公約，一切個人活動 寧為原則，應遵守「學生宿舍生
以不影響他人安寧為原則，應遵守「學 活公約」。
生宿舍生活公約」。
此致
此致
慈濟大學
慈濟大學
學生：
學生：
學生家長：
家長/配偶：
決議：1.經出席 31 位委員舉手投票表決通過取消研究生及醫學五學生晚上 12 點門禁點名規定。
投票結果：應投 31 票，贊成 18 票、反對票 8 票。
2.修正通過「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陸-三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生規定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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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04 會議決議修正條文

修正草案

陸、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管理：
三、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生：
(一)基於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生學習及
研究需求，及尊重自主管理負責態度，
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生超過宿舍大
門關閉時間欲進入者，應以學生證刷卡
進入。惟未簽署自主管理同意書者，則
不適用本項規定，仍應遵守大學部住宿
學生相關規定。
(二)申請住宿時，並應簽署「慈濟大學學生
宿舍『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住宿』自主
管理同意書」（如附表四）。
(四)輔導與管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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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學生宿舍秩序輔導與管理：
三、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生：
(一)基於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生學
習及研究需求，及尊重自主管理
負責態度，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
學生超過宿舍大門關閉時間欲
進入者，應以學生證刷卡進入。
(二)申請住宿時，並應簽署「慈濟大
學學生宿舍『研究所暨醫學五學
生住宿』自主管理同意書」
（如附
表四）。
(四)輔導與管理規定：
2.本學期中未住宿期間累計達六十
天，予以勒令退宿。此條款不適用
在職生、實習生及全體研究生。

(附表四)

(附表四)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研究所暨醫學五學生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研究所暨醫學
住宿』自主管理同意書

五學生住宿』自主管理同意書

本人
係
系（所）
年
級學生，申請住宿前均已詳閱慈濟大學學生
住宿辦法、及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
法，並於住宿期間遵守相關規定；同時因在
校學程學習性質，及實驗所需事實，選擇依
個人意願並獲得家長或配偶同意，採自主管
理方式，即超過門禁時間，以學生證刷卡進
入宿舍，並自負個人安全之責，學校無需為
本人安全與行為負責，此外本人仍應遵守宿
舍安全、秩序、清潔等相關規定，各項表現
依「慈濟大學住宿學生獎懲實施細則」規定
辦理。並保證不帶他人進入宿舍，或將卡片
借給他人使用及請他人代刷點名，違者經查
獲，本人保證於一週內搬離宿舍，絕無異
議。
另寢室為休息及自習空間，同寢成員應
訂定寢室公約，一切個人活動以不影響他人
安寧為原則，應遵守「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
此致
慈濟大學

本人
係
系（所） 年級
學生，申請住宿前均已詳閱慈濟大學
學生住宿辦法、及慈濟大學學生宿舍
生活輔導辦法，並於住宿期間遵守相
關規定；同時因在校學程學習性質，
及實驗所需事實，選擇依個人意願並
徵詢家長（配偶）認同，採自主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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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即超過門禁時間，以學生證刷
卡進出宿舍，並自負個人安全之責，
學校無需為本人言行負責，此外本人
仍應遵守宿舍安全、秩序、清潔等相
關規定，各項表現依「慈濟大學住宿
學生獎懲實施細則」規定辦理。
另寢室為休息及自習空間，同寢
成員應訂定寢室公約，一切個人活動
以不影響他人安寧為原則，應遵守
「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此致
慈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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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家長/配偶：

學生：
家長/配偶：

(簽章)
(簽章)

3.修正後「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全文如會議紀錄附件三。
4.僅開放研究生及醫學五學生逾宿舍關閉時間回宿舍時，以刷卡方式進入，惟不開放
宿舍關閉後以刷卡方式離開宿舍。
5.取消研究生及醫學五學生門禁規定後，應加強宣導應確實將門關上，並於宿舍大門
加裝監視器，以維宿舍安全。
6.研究生及醫學五學生點名方式，改採自主刷卡點名。
7.取消研究生及醫學五學生門禁規定之後續配套措施，由生輔組擬訂後嚴格執行之。
8.學生簽署自主管理同意書後，學務處仍應寄發信函通知學生家長或配偶，以盡告知
義務。
9.本提案必須俟所有上述安全配套措施完成之後，才開始實施。

柒、臨時動議：
提案一：

呂宗憲委員提

案由：學生機車立體停車場二樓車棚改建案如說明段，提請討論。
說明：1.學生機車立體停車場的興建，對學生停車需求帶來便利性，同時也改善過去機車停
放於宿舍後方的危險性，但機車立體停車場的現況，由於二樓車棚規劃不適宜學生
需求，宿舍幹部在許多會議皆有同學提出應予以改善。
2.同學們反映：心愛的機車遭受長期的日曬雨淋、颱風的摧殘，會減少機車的壽命，
損壞相關零件，常有機車騎到一半發現零件壞了，小則增加同學修復保養的負擔，
重則突然因為零件壞了或煞車失靈而導致意外不幸事件。
3.我們宿舍幹部常宣導同學們珍惜物品、愛護地球，但因為這樣的宣導，轉變成同學
以愛惜機車物命，卻因停車場車棚規劃不洽當，而形成同學們常說：學校讓我們「不
珍惜自己機車物命」的言論。
4.這樣的言論與因為停車位的爭執，不僅造成師長們困擾，也破壞同儕之間和樂的氣
氛，這樣對於我們常強調「慈濟人文」合心、和氣、互愛、協力的教育，似乎有些
許不妥，也破壞了友善校園的氣氛。
辦法：請學生機車立體停車場的二樓能改建或增設能夠防止日曬雨淋的屋頂，也建議將此項
工程預算排序提前，一年級等到畢業也不可能完成，請委員討論，支持學生所提需求。
決議：1.本案轉請總務處研擬改善。
2.採每年抽籤一次，決定停在一樓或二樓。
3.移車規定或收費等規定在「學生宿舍汽機踏車管理辦法」立法規範之，停車辦法明
文規定公告週知後，即應嚴格執行，以培養學生遵守法紀之觀念與態度。
建議一：

醫學二林芝伊委員提

1.圖書館後方的腳踏車停車架太窄不方便使用，建議移走，以自由方便學生停放。
2.學務報(即 email 寄送的電子報)太多歌功頌德的文章，若是因為要定期出刊，建議不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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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出刊，而若只是為了歌功頌德則建議廢報。
3.瓊林對面的福利社因不能提供紙餐盒已不提供午餐、宿舍福利社也尚未有廠商經營，希望
學校能加快腳步招商。
4.多媒體中心搬遷期間，請提配套措施，方便學生印製海報。
學務長及其他師長回應：
1.若學生有任何建議不一定要在學生事務會議提，可以在班代聯繫會議提或隨時到學務處反應。
2.學務報只發行紙本報紙，並未發行電子報，亦未有歌功頌德文章，建議委員查明清楚後再反
應。另學務報往年每學年皆發行五期，因經費及人力問題，自本學年度起改發行三期，發刊
時間分別為新學年度開始歡迎新生特刊、上學期結束前之安全叮嚀及畢業典禮特刊。
3.福利社不提供紙餐盒係環保局的規定，請同學們養成自備環保碗筷的習慣，若同學們能自備
環保碗筷，瓊林對面的福利社老板還是願意提供午餐的。
4.關於電子報歌功頌德乙事，請同學們提出具體事證，沒有的事胡謅出來是捏造，確實有的事
報導出來，則請勿用歌功頌德來形容。希望同學們的批判力用在專業上，若要舉例請拿出真
正的例子，不要隨意放話。
5.宿舍福利社硬體已完成，惟幾次招商皆不順利，因為學校學生人數少又有寒暑假，另外配合
學生需求，工作時間太長，至目前止仍無廠商願意經營，將與總務處再行討論招商事宜。若
同學們的家長有意願經營宿舍福利社，亦竭誠歡迎。
建議二：

原健所張淑媚委員提

宿舍聯外道路從中山路至同心圓宿舍路段，常有一般民眾及工程車違規停車影響同學行車安
全，嚴重時同一時段有 12 輛車子違規停車，若改走建昌路段，該路段則彎路太多視線不良，
且反射鏡歪斜，更具危險性，建議學校提供停車場供工程車停放，或請交通隊每星期拖吊二、
三次。
學務長及主秘回應：
1.轉請總務處連絡交通隊進行拖吊，若為工程車，將請廠商嚴格督導。
2.本路段較窄，請同學騎車時放慢車速，小心駕駛，學校亦會繼續努力思考改善本路段。
3.請提供違規停車之工程車車號及時段，將請學校或基金會的施工單位轉知承包廠商處理。
建議三：

生科一 A 何懿洲委員提

請問是要會議配合委員，還是委員來配合會議時間？
師長回應：
1.人愈多，愈難找到合適的開會時間，這也是許多會議代表人數縮減的原因之一。
2.立法委員人數及其他大學的校務會議委員也在縮減，此意謂著人多並不代表議事效率會更
好，用心才是重點。
3.若只是擔心學生代表的層面不夠廣，請儘快成立學生會，成立學生會才是你們的當務之急，
學生會成立後定期開會交換意見，則不論會議的學生代表人數幾人，都能充分代表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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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的需求。
4.選擇星期三下午開會係因為學校校務會議及行政會議固定於星期三下午召開，老師們未排
課，學生上課的自然也少，並非故意選擇學生無法出席的時段開會，惟某些時候，開會時
間是否能配合所有委員時間則不是我們可以控制的。請不要有成見，認為老師就是與學生
敵對的，如今天會議決議取消研究生及醫學五學生的門禁限制，老師們也都予以支持。

捌、散會：18 時 0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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