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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  間：101 年 3 月 21 日（三）下午 3：00 

地  點：圖資大樓 LB103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顏世慧學務長                                          紀錄：潘惠祺 

出席人員： 

當然委員：顏學務長世慧、陳主任慶樑(廖欣怡代)、鄭副學務長國華、許所長寶東、王
主任昭雄、劉主任田修、郭主任輝明、李主任書政、張主任興亞、陳主任怡
良(李景立代)、施主任順鵬、林主任群超、邱主任鳳梓、陳主任逸聰、楊主
任裕隆、尹主任立 、謝主任嘉哲、段主任惠珍、學生會會長柯喆翔同學、學
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長陳揚同學、畢聯會會長林政豪同學、學生議會議長楊
尚昆同學、進修部學生自治會會長林敬評同學、進修部監事委員會會長胡常
永同學 

一般委員：教師代表： 

管理學院─蔡豐隆老師、許治文老師 

資訊學院─陳俊卿老師 

設計學院─邱惠琳老師、鄢菁華老師 

應用社會學院─蔡曉玲老師、許若麟老師 

通識教育學院─張清竣老師、王崇禮老師 

學生代表： 

四技進修部─產品設計系四年級李柏旻同學 

研究所─資工所碩二研究生曾坤福同學 

列席人員：稽核室郭主任翠仰(陳文亮代)、生輔組張生祥組長、諮商中心胡秀妁主任、

職發中心馬淑卿主任、健促中心魏正主任、課指組陳玟瑜組長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叁、上次會議（100.09.28）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討論 

項目 提案單位 案由 執行情形 

第1案 
學務處 

課指組 

為審核「100年度整體發展經費學輔

器材預算變更申請案」由。 
已提交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第2案 
學務處 

課指組 

為審核100學年度第1學期「社團指

導老師」由。 
已提交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第3案 
學務處 

課指組 

為廢止本校「服務領導教育績優學

生獎勵規則」由。 
奉 校長核准後公布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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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項目 提案單位 案由 執行情形 

第4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審核教育部「101年度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審核通過。 

第5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修正本校「大學部學生成績優良

獎勵實施要點」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6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修正本校「自強獎學金實施辦法

」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7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修正本校「教師輔導學生參加校

外競賽績效核配準則」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8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廢止本校「學生從事優良學術研

究獎助辦法」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廢止。 

第9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修正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活動獎

勵辦法」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10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審議本校「學生參加專業技藝能

競賽得獎獎勵要點」（草案）案由 

決議以前一案「學生參加校外

活動獎勵辦法」之現行條文進

行修正，故本案不予通過。 

第11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修正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

施要點」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12案 
學務處 

生輔組 

為廢止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

活服務學習實施要點」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廢止。 

第13案 
學務處 

健康中心 

為審議本校「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要

點」(草案)由。 
送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14案 
學務處 

諮商中心 

為修正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

校務會議審議。 

第15案 
學務處 

諮商中心 

為審議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辦法」(草案)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審議。 

第16案 
學務處 

職發中心 

為修正本校「職涯規劃諮詢顧問設

置及獎勵辦法」由。 

已送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奉 校長

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17案 學務處 為審議本校「學生學習社群實施要 送請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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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項目 提案單位 案由 執行情形 

職發中心 點」（草案）由。 

第18案 進修部 
為廢止本校「進修部學院聯合會組

織章程」由 
送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廢止。 

第19案 進修部 
為審議本校「進修部學生自治會組

織章程」（草案）由。 
送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第20案 進修部 
為審議本校「進修部監事委員會組

織章程」（草案）由。 
送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肆、提案討論 

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生議會（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廢止本校「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由。 

說明：一、因應學生自治組織已日趨發展成熟及組織改革，故廢止本章程，相關辦法將

另訂之。 

   二、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一（P.08 ~ P.10）。 

擬辦：本章程經本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廢止。 

決議：因日夜間自治會尚未決定是否要分開或合併，故此案需再討論。 

第 2 案                                       提案單位：學生議會（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新增本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辦法（草案）」由。 

說明：一、因應本校學生自治之相關組織成立，並強化學生自治組織之發展與運作，故

新增本辦法。 

   二、本辦法草案條文詳如附件二（P.11 ~ P.15）。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因日夜間自治會尚未決定是否要分開或合併，故此案需再討論。 

第 3 案                                       提案單位：學生會（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新增本校「學生會組織辦法（草案）」由。 

說明：一、因應學生自治組織改革，並使學生會法規更加完備，以鼓勵學生自治，故新

增本辦法。 

   二、本辦法草案條文詳如附件三（P.16 ~ P.17）。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 

決議：因日夜間自治會尚未決定是否要分開或合併，故此案需再討論。 

第 4 案                                       提案單位：學生議會（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修訂本校「學生議會組織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學生議會組織變革及未來健全發展，故修正本辦法。 

二、本辦法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四（P.18 ~ P.22）。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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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案                                       提案單位：學生議會（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廢止本校「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及罷免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學生活動中心已改名為「學生自治聯合會」及組織改革，故廢止本辦法。 

   二、本辦法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五（P.23 ~ P.25）。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廢止。 

決議：因日夜間自治會尚未決定是否要分開或合併，故此案需再討論。 

第 6 案                                       提案單位：學生議會（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新增本校「日間部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學生自治組織更名及轉型，並訂定完整之選舉罷免各項事務與選舉方法，

故新增本辦法。 

   二、本辦法草案條文詳如附件六（P.26 ~ P.33）。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因日夜間自治會尚未決定是否要分開或合併，故此案需再討論。 

第 7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修改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設置要點」由。 

說明：一、為使指導老師之職責及相關規定更為完善，進而促進社團發展，故修正本要

點。 

二、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七（P.34 ~ P.36）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於 101 學年度才執行。 

第 8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審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社團指導老師」由。 

說明：一、根據98學年度科技大學學務行政評鑑─社團活動辦理成效之建議事項，社團

指導老師之聘請，建議先經「學務會議」審議後提校長聘任。 

      二、本學期社團指導老師變更及新增名冊詳如附件八（P.37~P.39）。 

擬辦：經審核通過後，將簽請校長核聘，並製作頒發社團指導老師聘書。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9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案由。 

說明：一、本辦法將各項獎懲種類核准權責明訂之，故修訂本辦法。 

二、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九（P.40~P.44）。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0 案                               提案單位：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案由。 

說明：一、本章程已不符合現行實施方式，擬適當調整後讓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的運作

更順暢，故修訂本章程。 

二、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P.45~P.53）。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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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1 案                               提案單位：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案由：為討論「建置學生宿舍獎懲電子化系統」。 

說明：一、學生宿舍目前依據「學生宿舍管理規則」進行管理，以達輔導學生養成良好

生活習慣及發揮住宿生自動自發之自治精神，藉以維護住宿環境的安寧及安

全。 

二、目前住宿生違規記點流程為樓長開立扣點單，並由當事者簽名後，交由舍輔

老師、生輔組及學務長簽核，造成流程繁瑣且單據不易保存。 

三、建議如南台科技大學、長庚大學及明新科技大學等校院，將此改為電子化流

程，流程透明且單據保存更加容易，紀錄可清楚顯示在個人「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中，不僅住宿生能自我約束，校方亦可協助住宿生調整生活習慣；另

可結合家長e網通，可達到與良好之親職教育。 

四、依據「宿舍管理規則」第三十三條，見附件十一（P.54~P.59），學生住校表

現優異有具體事蹟者，由宿委會呈報生輔組辦理獎勵，並列為評定操行成績

之參考。三十四條，嚴重違反宿舍管理規定者，經宿委會決議通過，除勒令

搬離宿舍外，並取消爾後申請住宿權利，及不退還任何住宿費用，故建議於

101學年度開始可以啟用，以利做出明確的獎懲，建立維護宿舍秩序及安全。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後，依決議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並印紙本給宿委會存查。 

第 12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企業導師設置實施要點」條文由。 

說明：一、將企業導師訪談之諮詢鐘點費支應標準明確訂定，詳如附件十二（P.60~P.61）。 

二、將企業導師訪談經費核銷檢附資料明確訂定，詳如附件十二（P.60~P.61）。 

擬辦：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3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樹職涯規劃諮詢顧問設置及獎勵要點」條文由。 

說明：一、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三（P.62~P.63）。   

擬辦：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4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 

案由：為討論「擔任境外專班導師之導師成績，將不列入優良導師評選，及評選結果也

不作為教師服務成績考核之參考」由。 

說明： 

一、境外專班導師成績將改由國際事務處負責考評。 

二、因境外專班之學生皆於國外進行修業，故在導生評量成績及社會力成績等項目上，

會影響到擔任境外專班導師之成績。 

三、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四（P.64~66）。 

擬辦：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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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 

案由：為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辦法」條文由。 

說明：一、依據：鈞部100年02月24日臺訓(一)字第010028472號函修正，將部分條文文

字修正。教育部來文詳如附件十五（P.67）。 

      二、修訂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五-1（P.68~p72）。 

擬辦：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6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 

案由：為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辦法」條文由。 

說明：一、依據：鈞部100年02月24日臺訓(一)字第010028472號函修正，將部分條文文

字修正。教育部來文詳如附件十五（P.67）。 

      二、修訂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六（P.73~P74）。 

擬辦：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7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 

案由：為修訂本校「樹德科技大學義務輔導老師制度實施要點」由。 

說明：一、依據98、99學年度義務輔導老師服務狀況修正「樹德科技大學義務輔導老師

制度實施要點」中第二條及第五條、第六條規範不足，易引發爭議，故修正

本實施要點。 

      二、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七（P.75~P.78）。 

      三、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提送校教評會議審議，修正時亦同。 

擬辦：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第 1案                                          提案單位：畢聯會 

案由：為修訂本校「畢業生聯合會組織章程」由。 

說明：一、修正各系推薦人數，以使畢聯會事務執行流程更加完備，並符合實際執行情
形。 

      二、修正會長及副會長由上屆畢聯會成員選出，因已有經驗，將使執行更為順利。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議：法源依據及條文需再修訂。  

陸、協調事項 

散會（下午 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