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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紀錄 

時  間：107 年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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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任逸聰、鄭副學務長國華、陳所長佳宏(請假)、周所長伯丞(請
假)、林所長燕卿(請假)、汪代理主任碧芬(請假)、蔡主任欣曄、許主任績宇(請假)、
宋主任玉麒、陳主任為任、黃主任秀慧（劉哲宏代）、許主任龍池（林秉乾代）、胡
主任寬裕、陳主任俊卿(請假)、黃主任勇仁(請假)、欉主任振萬、陳主任合進、邱
主任惠琳(請假)、郭主任哲賓、蘇主任中和(陳俊瑋代)、俞主任秀青、李主任淑惠(請
假)、王主任玉強、吳主任貴彬、丁主任亦真、學生會會長侯冠如同學、學生議會
議長劉喻豐同學、畢聯會副會長林書榆(請假)、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長余芳吟同

學、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黃信誠同學(請假)、進修部監事委員會會長翁文宏同學(請假) 
 

 

一般委員：教師代表： 

管理學院─楊翰宗老師、郭奕妏老師 
資訊學院─潘善政老師(請假)、董建郎老師(請假) 
設計學院─楊雅君老師、王維銘老師(請假) 
應用社會學院─邱毓芳老師(請假)、胡秀妁老師(請假) 
通識教育學院─張清竣老師(請假)、王崇禮老師 
 

學生代表： 

四技日間部─資訊工程系廖睿宇同學 

四技日間部─行銷管理系劉奕均同學（李維洲代） 
四技進修部─動畫與遊戲設計系李育綸同學(請假) 
研究所─金融所碩一研究生徐千雅同學(請假) 
 

 

列席人員：法規組顏筠展助理、生輔組邢鼎賢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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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會議共計 17案，感謝各位委員出席與會，也請各位委員針對今天議程提出您們的寶貴
意見。 

 

貳、 報告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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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上次會議(107.04.11)、臨時會議（107.07.19）決議執行情形 

項目 提案 

單位 

案由 執行情形 

第1案 
諮商 

中心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優良導師甄選辦法」 

已於107年6月16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6月19日公

布實施 

第2案 生輔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已於107年4月27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4月30日公

布實施 

第3案 
職發 

中心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已於107年4月25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4月27日公

布實施 

第4案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5案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實習施行細則」 

第6案 住服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宿舍收退費要點」」 

第7案 住服組 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已於107年4月20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4月23日公

布實施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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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案 課服組 
審核106學年度第2學期「新成立社團、停復社及

變更名稱社團」 

第10案 課服組 審核聘任106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指導老師」 

第11案 
課服組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國際志工服務

隊補助要點」 

已於107年4月25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4月27日公

布實施 
第12案 

課服組 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國際交流補助要點

」(草案) 

第13案 處本部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設置辦法」 

已於107年4月27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4月30日公

布實施 

第14案 
處本部 增訂「樹德科技大學完善弱勢協助學習輔導補助

辦法」(草案) 

已於107年4月25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4月27日公

布實施 
第15案 

處本部 增訂「樹德科技大學完善弱勢協助學習輔導補助

辦法施行細則」(草案) 

第16案 
教資 

中心 

新增「樹德科技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

草案) 

臨時 

會議 
處本部 

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完善弱勢協助學習輔導補助

辦法施行細則」 

已於107年8月31日奉校長

核定後於107年9月3日公布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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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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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活動提前送件辦理時程。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一】。P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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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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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活動提前送件辦理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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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 3案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由。 

說明： 

一、為因應傳染疾病防疫措施，避免校園群聚感染事件發生，增修訂其核准權責使本要點更

臻完善，故修正本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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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 4案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實施要點」由。 

說明： 

一、為使本要點更臻完善，故修訂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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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預撥作業要點」由。 

說明：一、為因應現行相關作業流程更改，修改本要點內容。 

      二、本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五】。P18~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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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107年8月24日修訂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以及申訴評議委員會運作現

況，擬修訂本辦法，以符合特殊教育學生申訴之相關規定，並使申訴業務流程更加

完備。 

      二、本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六】。P20~P23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將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7案                                               提案單位：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 

案由：為修正本校「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辦法」由。 

說明：一、因應107年8月24日修訂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擬修訂本辦法以符合特殊教

育學生申訴之相關規定。 

      二、本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七】。P24~30。 

擬辦：本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將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8案                                                        提案單位：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由。 

說明：一、為訂定學生實習相關權益之規範。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八】P31~P33。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 9案                                                        提案單位：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施行細則」由。 

說明：一、為補充說明條文及刪除原實務增能計畫所支應實習訪視費。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九】P34~P36。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0案                                                        提案單位：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由。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105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計畫-評量結果」改善建議，其

職掌與組成相關規定宜依專科以上產學合作辦法加以修訂。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P37~P38。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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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案                                                        提案單位：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奬助要點」由。 

說明：一、因應「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修訂，修正表冊編碼，並調整「政府機構舉辦之丙級

技術士證照或非政府機構舉辦之國際證照、民間證照」獎助金上限，由三千元修

正為二千元，避免資源集中於少數證照，並使更多申請學生受益。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一】P39~P41。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2案                                                        提案單位：職發中心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百年、百人、百萬圓夢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由。 

說明：一、修正要點宗旨以及補助方式相關說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二】P42~P43。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 13 案                                                        提案單位：課服組 

案由：為審核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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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停社計 3社及社團更名計 3社，申請資料詳如【附件十

三】P44。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學務長核定後，於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生效。 

決議：照案通過。 

第 14 案                                                       提案單位：課服組 

案由：為審核聘任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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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辦理。 

三、本學期社團指導老師變更及新增名冊詳如【附件十四】P45~P48。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聘，於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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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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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案                                                       提案單位：課服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完善弱勢協助學習輔導補助辦法施行細則」由。 

說明：一、為使細則更臻完善，故修正本細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五】P49~P51。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說明：一、為增訂補助帶隊教職員之相關規定，故修正本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十六】P52~P54。 

擬辦：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說明：一、為使本要點適用各項計畫案及不同經費來源，故修正本要點第一點；為增訂補助帶

隊教職員之相關規定，故修正本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 

二、修定對照表詳如【附件十七】P55~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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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臨時動議 

 

陸、協調事項 

 

散會 

第 16 案                                                       提案單位：課服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國際志工服務隊補助要點」由。 

第 17 案                                                       提案單位：課服組 

案由：為修正「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國際交流補助要點」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