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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記錄 

時  間：106 年 11 月 8 日(三)下午 13：30 
地  點：行政大樓 A308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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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任豐騰、鄭副學務長國華、李所長敬文、盧所長圓華、、陳主

任宗豪、宋主任玉麒、陳主任為任、黃主任秀慧、胡主任寬裕(楊晴安代)、黃主任
勇仁、林主任群超、杜主任思慧、李主任淑惠（黃惠蘭代）、王主任玉強、吳主任
貴彬、丁主任亦真、畢聯會會長劉庭榆、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長陳翊方同學、黃
宥翔同學 

 

列席人員：法規組周政德組長、生輔組邢鼎賢組長、職發中心楊主行主任、健促中心魏正主任
、課服組陳玟瑜組長、諮商中心曾議漢主任、住服組傅亞娸組長 

 

壹、 主席致詞 

一、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之中來參與會議，今天議程共有 18 案，1 案臨時動議，因諮商中心提案

攸關導師相關政策，故調整議程順序。 

二、學校連續 12 年取得教學卓越計畫，依據此基礎將於今年申請高教深根計畫，學校將延續

從創校以來，持續推動弱勢學生的安定就學作法，讓學生可以在文化、學習、生活及職涯得到

完善的照顧，為落實對弱勢學生整體學習歷程的關照，積極建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及陪伴機

制，針對經濟困難、學習困難以及特殊需求學生給予支持與輔導策略。目前生輔組的平台整合

各類針對弱勢學生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提供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金、住宿優惠、新

生安定工讀等助學計畫等；學務處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專心向學，亦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

始推動誠實商店分設在各棟宿舍，藉由募集師生的二手物品於商店內販售，販售的物品均由學

生自行定價付費，讓有能力的學生得以學習付出與關懷，更讓經濟弱勢學生在兼顧尊嚴及靠自

己的力量下，學習感恩與惜福。 

另外，自從 106 學年度開始，大一新生入學須修習大一入學必修「大學領航」一學分課程，大

學領航乃結合開學前新生入學始業式輔導:包含選課說明會、新生健檢、交通安全宣導、名人

講座、消防安全達人、探索心世界之人際關係、職涯起航、社團嘉年華，並要求所有學生一週

全體住宿，藉由新生領航營串起一系列針對新生入學前的各式準備工作；為落實有效改善學生

學習動機以及成效，更首創結合新生班導師開設大一院必修「大學領航」課程，結合新生班導

師開設大一院必修「大學領航」課程:18週內容包括:系輔導人員與你有約、奔放青春無毒有我

(藥物濫用與菸害防治)、UCAN職能診斷平台操作及測驗、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健康、習慣、

生活適應(HHL-S)量表施測與說明、心靈補給站(自我探索、情緒管理、自我傷害防治宣導、人

際互動的體驗活動)、建立國際友誼的第一步(多元族群融合)、性平教育知多少(如何修愛情學

分)、課堂上沒有教的性教育、健康安全一把罩(AED+CPR證照)以及導師時間。若學生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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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生涯、職涯等各個層面有任何的問題，學生事務處會給予協助，也請主任、老師以及學

生代表們回去協助宣導。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備查法規如下，詳如附件： 
1.日間部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辦法、2. 日間部學生會組織章程、3.日間部學生會經費使用辦

法、4.日間部學生會學生議會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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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上次會議(106.3.22)決議執行情形 

項目 提案 
單位 

案由 執行情形 

第1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成績優良獎勵實

施要點」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2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3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張祖棻先生紀念獎學金實施
辦法」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4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自強獎學金實施要點」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5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預撥作業要點

」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6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學習助學金業務實施辦

法」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7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橫山助學金實施辦法」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8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要點

」 

已於106年4月17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4
月18日公布實施 

第9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已於106年4月17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4
月18日公布實施 

第10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悔過遷善銷過辦法」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11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處理辦法

」 

已於106年6月15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6
月16日公布實施 

第12案 健促中心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13案 諮商中心 
增訂「樹德科技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要

點」草案 

已於106年6月15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6
月16日公布實施 

第14案 職發中心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施行細則』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15案 課服組 審核105學年度第2學期「新成立社團、停復社」 
已於106年3月29日奉
學務長核定後於106
年4月6日公布實施 

第16案 課服組 審核聘任105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指導老師」 
已於106年3月29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4
月6日公布實施 

第17案 住服組 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宿舍收退費要點」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18案 住服組 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已於106年3月29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4
月6日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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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案 住服組 
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

織章程」 

已於106年3月29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4
月6日公布實施 

第20案 生輔組 廢止「樹德科技大學橫山還願助學金實施辦法」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21案 課服組 
增訂「樹德科技大學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設置辦

法」草案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22案 職發中心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23案 職發中心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第24案 職發中心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緊急事故處理

作業細則」 

已於106年5月4日奉
校長核定後於106年5
月8日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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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由。 

說明：一、為使本要點內容更為明確，修正本要點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一】P8~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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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由。 

說明：一、為使本要點內容更為明確，修正本要點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二】P10~P12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3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參加研討會或校外參展助學金實施要點」由。 

說明：一、為使本要點內容更為明確，修正本要點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三】P13~P15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4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國際交流助學金實施要點」由。 

說明：一、為使本要點內容更為明確，修正本要點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四】P16~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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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廢除「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學習助學金業務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廢除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學習助學金業務實施辦法，併於樹德科技大學橫山助學金實

施辦法。 

二、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五】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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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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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橫山助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相關規定辦理，故修正本

辦法。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六】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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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徐曉初先生紀念獎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為使本要點內容更為明確，修正本要點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七】P22~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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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德行獎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為使本辦法內容更為明確，修正本辦法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八】P24~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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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孝親助學金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為使本辦法內容更為明確，修正本辦法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九】P26~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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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由。 

說明：一、為使本要點更臻完善，故修正本辦法。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P28~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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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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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依據 106 年 7 月 7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60088722 號來文，故修正本要點。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一】P30~P33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2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由。 

說明：一、依據 106 年 4 月 25 日臺教學(二)字第 1060056887 號來文，故修正本辦法。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二】P34~P38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3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服組 
案由：為審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成立社團、停復社及變更名稱社團」由。 

說明：一、依據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一條及學生組織社團要點第三條辦理。 

二、本學期新成立社團計 6 社及社團更名計 3 社，申請資料詳如附件【附件十三】P39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學務長核定後，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效。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4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為審核聘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指導老師」由。 

說明：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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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八點辦理。 

三、本學期社團指導老師變更及新增名冊詳如附件【附件十四】P40~P42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聘，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效，並製頒續聘及新聘

社團指導老師聘書。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5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就業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由。 

說明：因應業務內容調整，建議修訂學生就業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內容如附件【附件十五】 

P43~P44 

擬辦：依照修正要點擬提送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待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1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要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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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九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

通報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校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作為本校辦理高關懷

學生轉銜輔導工作之依據。 

      二、本要點草案詳如【附件十六】P45~P46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將提送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7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由。 

說明：一、依據學務處現行導師制度實施狀況修訂本辦法。 

      二、本要點草案詳如【附件十七】P47~P50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將提送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8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 
案由：為修訂「樹德科技大學優良導師甄選辦法」由。 

說明：一、為改善現行優良導師甄選制度，擬修訂優良導師評量指標、遴選方式及獎勵方式，

以增進評量之鑑別度，鼓勵用心付出的導師，進而強化導師輔導功能。 

      二、本要點草案詳如【附件十八】P51~55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將提送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修正時亦同。 

決議： 不予通過 
 
 
伍、臨時動議 
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服組 
案由：為審議「樹德科技大學志願服務計畫」由。 

說明：一、為整合本校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教職員工與學生力量做最有效之

運用，並以成為「志工大學」為目標，定期推動校內及社會之服務，並依據「志願服務

法」第七條與本校「樹德科技大學推度志願服務實施辦法」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志願服

務計畫」。 

      二、「樹德科技大學志願服務計畫」詳如附件。 

擬辦：本要點經本次會議通過，簽請校長同意後並報請教育部備案。 

決議： 照案通過 

陸、協調事項 

無 

第 16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 
案由：為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草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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