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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 大 學 104 學 年 第 2 學 期 期 末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會議記錄
時

間：105 年 06 月 16 日(星期四）12:00-13:30

地

點：第二教學研討室

主

席：謝坤叡學務長

記錄：邱襟靜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當然委員：謝坤叡學務長
遴聘委員：醫學院－醫學系劉培新老師、公衛系嚴嘉楓老師
生科院－(請假)
教傳院－教傳院劉佑星院長、兒家系何芮瑤老師、傳播系鄭嫥嫥老師
人社院－人社院周德禎院長、英美系林谷靜老師
學生代表：吳宣瑤委員(公衛三)、陳盈瑞委員(東語三)、黃柏翰委員(醫技三)、
江宜霖委員(傳播三)、徐嘉棋委員(分遺一)
列席人員：學務處-邱襟靜秘書、生輔組-鄭袁建中組長、課器組-尤瑞鴻組長
衛保組-謝馨嬅組長、職就組-張美玉組長、諮商中心-賴惠敏(代)
性平會-徐志杰專員
請假人員：林聖傑主任秘書、醫學院楊仁宏院長、生科院張新侯院長、分遺系張芝
瑞老師、生科系周帛暄老師、社工系李宜興老師
-----------------------------------------------------------------------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項次
一

二

三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建請大六延畢生導師轉由當年
依 105.03.16 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於
度大四導師協助擔任案，導師聘 105.03.30 奉校長核定，105.04.06 已
任方式以尊重各系所主管之決
公告執行。
定為主，至於評量制度及輔導紀
錄等問題則依照本校相關辦法
辦理。

執行單位

生輔組
諮商中心

通過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 依 105.03.16 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於
生事務處行事曆。

105.03.30 奉校長核定，105.04.06 已
公告執行。

學務處

建議系學會是否比照社團納入

1.課器組依學生自治輔導辦法，系學會

課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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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管理，並擴大學生社團管理

亦屬課器組輔導之自治性社團，系學

之內容範圍，以使系學會能真正
發揮其功能。

會所辦理之各項活動皆需受課器組
之管理與輔導。
2.現今課器組每月皆會召開一次自治
性社團負責人聯繫會議，會議中訂有
雙向溝通時間，進而輔導各系學會運
作。
3.原定學校補助各系學會之活動款轉
由課器組統籌管理一案，經與會計室
討論後，仍由各系主任管理應用。

常見學生騎車進入運動場內打
已於會後請同仁加強宣導及將禁止告
球，請管理單位加強宣導並張貼 示牌標示清楚。
明顯的禁止標示。

課器組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案由： 「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修正「慈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部分條文文字內容，以符合執行現況，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社團負責人對內主
持社務，向社員大會負責；
對外代表社團。社團正、副
負責人由具備下列條件者選
任之：
一、品行端正並具服務熱忱

第五條 社團負責人對內主
持社務，向社員大會負責；
對外代表社團。社團正、副
負責人由具備下列條件者選
任之：
一、品行端正並具服務熱忱

者。
二、當選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無二分之一以上學分數不及
格，操行成績乙等以上。

者。
二、當選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須達六十五分以上，操
行成績乙等以上，且學科無
不及格。社團正、副負責人
在任期中受記大過以上之處
分時，即予解職。

第十二條 社團舉辦活動須
於活動開始七天前提出申

第十二條 社團舉辦活動須
於活動開始七天前提出申

請，備妥活動申請相關表
格，送交學生事務處課外活
動及場地器材組審核。凡舉

請，備妥活動申請相關表
格，送交學生事務處審核。
凡舉辦校外活動，另依校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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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校外活動，另依校外學生

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辦

活動安全輔導辦法辦理。

理。

第十五條 社團活動時間、
地點、內容有變更時，應報
請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及場
地器材組核備。
決議： 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第十五條 社團活動時間、
地點、內容有變更時，應報
請學生事務處核備。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案由： 「慈濟大學學生社團成立暨解散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修正「慈濟大學學生社團成立暨解散辦法」部分條文文字內容，以符合執行現況，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四條 學生社團成立登記
之手續如下：
一、填寫「社團成立申請
表」，連同社團成立宗旨、年
度工作預定計畫與發起人名

第四條 學生社團成立登記
之手續如下：
一、填寫「社團成立申請
表」，連同社團成立宗旨、年
度工作預定計畫與發起人名

冊，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及場地器材組核辦。
二、申請之學生社團，提報
社團審查小組審核。

冊，送學生事務處核辦。
二、申請之學生社團，提報
社團審查小組審核。

第七條 各社團成立得聘請
學有專長之人士擔任技術指
導老師，並報請課外活動及
場地器材組審查通過後，以
學生事務長名義致送聘書，

第七條 各社團成立得聘請
學有專長之人士擔任技術指
導老師，並報請課外活動及
場地器材組審查通過後，以
校長名義致送聘書，其任期

其任期與該社團負責人相
同。

與該社團負責人相同。

第十五條 審查小組由課外
活動及場地器材組代表二
名、學生社團負責人四至五
名、校內老師二名組成，以
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長為
召集人。學生社團負責人由
學生各性質社團負責人相互

第十五條 審查小組由學生
事務長、課外活動及場地器
材組二名、學生社團負責人
四名、校內老師二名組成，
以學生事務長為召集人。學
生社團負責人四名，由學生
社團負責人相互推選之。

推選一名代表之。
決議： 修正後通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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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案由： 「慈濟大學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表現記錄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因系統更新後，已採用以「課外活動表現紀錄表」認證，擬廢止「慈濟大學學生參與
課外活動表現記錄辦法」。
決議： 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案由： 「慈濟大學社團評鑑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修正「慈濟大學社團評鑑辦法」部分條文文字內容，以符合執行現況，修正條文對
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評鑑方式
一、靜態展評鑑：各社團應
將與評鑑項目有關及可顯示
社團該學年度成果之資料，
於評鑑當日，置於指定地點
展出，並配合同學解說或備
詢。未參展者及未派員解說

評鑑方式
一、靜態展評鑑：各社團應
將與評鑑項目有關及可顯示
社團該學年度成果之資料，
於評鑑當日，置於指定地點
展出，並配合同學解說或備
詢。未參展者及未派員解說

或備詢者，概由評鑑單位依
展出資料考評，不得據以提
出異議。
二、動態展評鑑：依各社團
於頒獎晚會上所表演之活
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訂定各式獎項鼓勵。

或備詢者，概由評鑑單位依
展出資料考評，不得據以提
出異議。
二、動態展評鑑：依各社團
於頒獎晚會上所表演之活
動，課指組訂定各式獎項鼓
勵。

第九條 獎勵
第九條 獎勵
一、績優社團以校長名義頒 一、績優社團以校長名義頒
發獎牌及獎金。
二、社團評鑑得視實際狀況
設特別獎項：以校長名義頒
發獎狀乙紙。

發獎牌、獎狀及獎金。
二、社團評鑑得視實際狀況
設特別獎項：以校長名義頒
發獎狀乙紙。
（一）個人獎項：最佳領導
獎、最佳行銷個人獎。
（二）團體獎項：最佳經費
運用獎、自主學習獎項、社
團 PBL 團體獎、社團 AQ 商數
獎、最佳海報獎、最佳文宣
創意獎、最佳學習紀錄片獎
等。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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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案由： 「慈濟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修正「慈濟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部分條文文字內容，以符合執行現況，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四 條 除系學會指導老
師外，本校社團指導老師計

第 四 條 除系學會指導老
師外，本校社團指導老師計

分專業指導老師、行政指導
老師等二類，本校教職員擔
任指導老師時不得支領指導
費用，應負相關專業指導、
行政管理、社團輔導等之
責，每學期列入考評，指導
老師聘用原則及執掌如下：
一、專業指導老師：專業學
習社團需聘專業指導老師，

分專業指導老師、行政指導
老師等二類，採有給職聘
任，應負相關專業指導、行
政管理、社團輔導等之責，
每學期列入考評，聘用原則
及執掌如下：

校外指導老師採有給職聘
任，除社團專業給予指導
外，對於學生社團發展及社
務運作等應負指導之責。
二、行政指導老師：各類性
質社團由學務處課外活動及
場地器材組合聘行政指導老
師一位，負責輔導社團社務
行政、空間管理、社團學習
輔導等相關發展。

社團專業給予指導外，對於
學生社團發展及社務運作等
應負指導之責。

第 五 條 聘任程序如下：
一、社團負責人應於每學期
開學後兩週內，填送「次學
期指導老師推薦人選基本資
料表」至課外活動及場地器
材組。未如期送交者，視同
社團放棄指導老師聘任，不
得異議。
二、「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

第 五 條 聘任程序如下：
一、社團負責人應於每年七
月一日、二月一日前，填送
「次學期指導老師推薦人選
基本資料表」至課外活動及
場地器材組。未如期送交
者，視同社團放棄指導老師
聘任，不得異議。
二、「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

經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彙
整後，提社團經費審核小組

經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彙
整後，提社團指導老師審核

一、專業指導老師：專業學
習社團需聘專業指導老師，
人選以本校教師為優先，除

二、行政指導老師：各類性
質社團由學務處課外活動及
場地器材組合聘行政指導老
師一位，負責輔導社團社務
行政、空間管理、社團學習
輔導等相關發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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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其資格。

小組審查其資格。

三、推薦人選因故不宜或無
法擔任指導老師時，請社團
負責人重新推薦人選，並依
相同程序辦理。
四、指導老師資格經審核
後，以學生事務長名義致送
聘書，其任期與該社團負責
人相同。

三、社團指導老師審核小組
由學務長、學務處課外活動
及場地器材組組長、學生會
推舉學生代表二人組成、各
性質社團推舉代表一人，學
務長為召集人。（課外活動
及場地器材組各社團輔導老
師及相關社團負責人為列席
人員）
四、推薦人選因故不宜或無
法擔任指導老師時，請社團
負責人重新推薦人選，並依
相同程序辦理。
五、指導老師資格經審核
後，陳請校長核聘，並頒發
聘書。

決議： 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案由： 「慈濟大學社團活動空間管理使用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修正「慈濟大學社團活動空間管理使用辦法」部分條文文字內容，以符合執行現況，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條 於慈濟大學校區內
各社團活動空間使用規則如
下：
一、每日開放社團使用時間

第三條 於慈濟大學校區內
各社團活動空間使用規則如
下：
一、每日開放社團使用時間

為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三十

為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三十

分止。
二、各社團辦公室、社團聯
合辦公室、音樂練習室及舞
蹈練習室：供本校已核准之
社團使用。
三、公共使用空間包括校內
所有教室、中庭表演區、展
示區、文化走廊…等所有校

分止。
二、各社團辦公室、同心圓
社團聯合辦公室、音樂練習
室及舞蹈練習室：供本校已
核准之社團使用。
三、公共使用空間包括校內
所有教室、中庭表演區、展
示區、文化走廊…等所有校

內可提供學生使用之場所，
需依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提出

內可提供學生使用之場所，
需依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提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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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經核准後，得使

活動申請，經核准後，得使

用之。
四、社團辦公室為一開放式
空間，各社團應妥善保管社
內財產，最後離開的人員務
必檢查門窗確定關鎖妥適。
五、音樂練習室內禁止飲
食，練習時應注意關閉門
窗，將音量影響降至最低。
社團使用後應將空間內桌

用之。
四、大喜館社團辦公室使用
時間，依據體育室之公告。

椅、譜架擺放整齊，並將白
板清理乾淨。
六、舞蹈教室內禁止飲食，
社團使用後應將空間整理乾
淨，並將地板以拖把清潔後
使得離開。
第四條 於琉璃同心圓地下
一樓內各社團活動空間使用
規則如下：
一、每日開放社團使用時間為
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三十分
止。
二、公共使用空間包括大型音
樂練習室、小型音樂練習室、
舞蹈教室、個人練習室等所有
可提供學生使用之場所，需依
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提出活動
申請，經核准後，得使用之。
三、社團辦公室供本校已核准
之社團自由使用，因本空間內
為一開放式空間，各社團應妥
善保管社內財產，最後離開的
人員務必檢查門窗確定關鎖
妥適。
四、大型音樂練習室、小型音
樂練習室及個人練習室空間
內禁止飲食，練習時應注意關
閉門窗，將音量影響降至最
低。社團使用後應將空間內桌
椅、譜架擺放整齊，並將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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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乾淨。
五、舞蹈教室內禁止飲食，社
團使用後應將空間整理乾
淨，並將地板以拖把清潔後使
得離開。
第四條 於人文社會學院社
團活動空間之使用規則如
下：
一、每日開放社團使用時間
為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三十

第五條 於人文社會學院學
生活動中心各社團活動空間
之使用規則如下：
一、每日開放社團使用時間
為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三十

分止。
二、社團聯合辦公室可提供
學生使用之場所，需依學生
社團輔導辦法提出活動申
請，經核准後方得使用。
三、社團聯合辦公室供本校
已核准之社團自由使用，因
本空間內為一開放式空間，
各社團應妥善保管社內財

分止。
二、公共使用空間包括二樓
室內活動空間、社團會議
室、大型音樂練習室、個人
音樂練習室、三樓鏡牆練習
區等所有可提供學生使用之
場所，需依學生社團輔導辦
法提出活動申請，經核准後
方得使用。

產，最後離開的人員，務必
檢查門窗並確定其安全性。

三、三樓社團辦公室供本校
已核准之社團自由使用，因
本空間內為一開放式空間，
各社團應妥善保管社內財
產，最後離開的人員，務必
檢查門窗並確定其安全性。
四、大型音樂練習室及個人
練習室空間內禁止飲食，練
習時應注意關閉門窗，將音

第五條 各活動空間如不使
用，須關閉電源、空調及窗

量影響降至最低。社團使用
後應將空間內桌椅、譜架擺
放整齊，並將空間清理乾淨。
五、三樓鏡牆練習區內禁止
飲食，社團使用後應將空間
整理乾淨，並將地板以拖把
清潔後，始得離開。
第六條 各活動空間如不使
用，須關閉電源、空調及窗

戶。請愛惜使用並 注意安
全，維護週遭環境整潔。

戶。請愛惜使用並 注意安
全，維護週遭環境整潔。

第六條 嚴禁於社團活動空

第七條 嚴禁於社團活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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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存放危險物品，或使用

間內存放危險物品，或使用

電熱器、火鍋等熱 能器具。 電熱器、火鍋等熱 能器具。
第七條 社團辦公室內經登
記之辦公桌、椅子、資料櫃
等公有物品，均由 各社團負
責保管並列入移交如有損
壞，及遺失，則須照價賠償。

第八條 社團辦公室內經登
記之辦公桌、椅子、資料櫃
等公有物品，均由 各社團負
責保管並列入移交如有損
壞，及遺失，則須照價賠償。

第八條 各社團須負責社團
第九條 各社團須負責社團
辦公室環境清潔，不亂丟廢 辦公室環境清潔，不亂丟廢
棄物品及隨意張 貼、塗畫， 棄物品及隨意張 貼、塗畫，
垃圾須打包後置於規定地
點。

垃圾須打包後置於規定地
點。

第九條 各社團及個人若違
第十條 各社團及個人若違
反本使用辦法，初次口頭警 反本使用辦法，初次口頭警
告，第二次書面警 告，針對 告，第二次書面警 告，針對
公共空間初次暫停該社團一
個月使用權，第三次暫停 二
個月使用權。再經勸告無效
後，必要時得以停止該社團

公共空間初次暫停該社團一
個月使用權，第三次暫停 二
個月使用權。再經勸告無效
後，必要時得以停止該社團

之辦 公室使用權。個人則視 之辦 公室使用權。個人則視
情節輕重移送校規議處。
情節輕重移送校規議處。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
告實施之，修正 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
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
公告實施之，修正 時亦同。

決議： 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

案由： 「慈濟大學社團器材借用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修正「慈濟大學社團器材借用辦法」部分條文文字內容，以符合執行現況，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四條 本校同學借用燈光
組與音響組器材時，除需以
學生證質押外，另需由已通
過器材訓練課程學員的操作
簽署，始可借用。

第四條 借用器材以一星期
為限，期限到時先以電話通
知催收。逾期借用或歸還之

第五條 借用器材領取與歸
還時間為上班日的每日下午
一點三十分至三點三十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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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者需服志工服務，否則

借用器材以一星期為限，期

不再借用器材給予該社團。

限到時先以電話通知催收。
逾期借用或歸還之借用者需
服志工服務，否則不再借用
器材給予該社團。

第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或基
金會同仁借用器材需填妥器
材租借單。

第六條 本校教職員工或基
金會同仁借用器材需填妥器
材租借單。

第六條 若逾七日未歸還器
材，停止借用單位或個人之

第七條 若逾七日未歸還器
材，停止借用單位或個人之

借用權。

借用權。

第七條 器材毀損及遺失時
需按進價賠償，或由借用單
位自行購買同型器材賠償。

第八條 器材毀損及遺失時
需按進價賠償，或由借用單
位自行購買同型器材賠償。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 通過。

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江宜霖委員(傳播三)

案由：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輔導辦法」第二十六條規範研究所暨醫學五住宿學生自主管
理方式，希望大學部學生亦能比照此方式辦理。
有部分委員因需上課已先行離席，目前出席委員人數未達法定狀況，請學生委員與生
決議：
輔組先就辦法條文全盤評估討論後，如有需要再於下學期會議提案修正。
說明：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