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19日上午 9時 3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主 持 人：歐學務長聖榮                       記錄：李金玲（生活輔導組）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叄、工作報告：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獎懲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肆、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屬性：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六款 

提 案 者：獸醫學系 

案    由：建請獸醫學系五年級蔡宛芸記大功一次，提請獎懲委員會予以討論。 

 

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

種類 

符合 

條件 

獸醫學系

五年級 
蔡宛芸 

積 極 照 顧 患 有 小 腦 發 育 不 全 的 柯 基

犬，其中尋求本校獸醫學系老師的協助

治療讓該犬從無法行走至目前能以前

肢支撐身體並爬行，蔡同學對動物的愛

心與付出實能作為同輩之楷模，也提供

一堂很好的生命教育課程，蔡同學之義

行經本校公關組林佳儀小姐發掘並報

導，引起社會大眾之廣泛注意，對本校

之校譽影響卓著（參附件一）。  

大功

一次 

第五條 

第六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本紀錄同時連結於生輔組網頁，歡迎上網瀏覽。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reco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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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二案 

提案屬性：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 

提 案 者：體育室 

案    由：建請獸醫學系四年級施正心記大功一次，提請獎懲委員會予以討論。 

 

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

種類 

符合 

條件 

獸醫學系

四年級 
施正心 

1. 參加 102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

得一般女子組田徑 1500 公尺銀牌

（破大會紀錄，參附件二）  

2. 參加 102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

得一般女子組田徑 5000 公尺金牌

（破大會紀錄，參附件三）  

大功

一次 
第五條 

第五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三案 

提案屬性：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 

提 案 者：體育室 

案    由：建請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一年級江信宏記大功一次，提請獎懲委 

員會予以討論。 

 

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

種類 

符合 

條件 

運動與健

康管理研

究所碩士

一年級 

江信宏 

參加 102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得

公開男子組游泳 200 公尺蛙式金牌（破

大會紀錄，參附件四）  
大功

一次 
第五條 

第五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四案 

提案屬性：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一款 

提 案 者：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建請法律學系四年級張智瑋記大功一次，提請獎懲委員會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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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

種類 

符合 

條件 

法律學系

四年級 
張智瑋 

1. 擔任本校第 18 屆學生會會長與校務會議

代表，爭取學生申訴評議結果公開與為學

生權益發聲 

2. 舉辦畢業演唱會 
3. 協助舉辦第 41屆惠蓀幹部訓練研習營 
相關優良事蹟詳如附件五所示。 

大功

一次 
第五條 

第一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五案 

提案屬性：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一款 

提 案 者：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建請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級王語禪記大功一次，提請獎懲委員會予以討論。 

 

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

種類 

符合 

條件 

財務金融

學系 

三年級 

王語禪 

1. 擔任第 18 屆學生代表大會議長，主持第 

18 屆學生代表大會各項會議，參與學生會

法規之修訂 

2. 舉辦第 16屆中、高級議事規則營 
3. 代表學生參加校內各項會議 
相關優良事蹟詳如附件六所示。 

大功

一次 
第五條 

第一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屬性：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 

提 案 者：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建請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三年級蔡文祥記大功一次，提請獎懲委員會 

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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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

種類 

符合 

條件 

土木工程

學系 

博士班 

三年級 

蔡文祥 

代表學校參加 2013 年臺灣海峽盃全球華人武

術大賽暨一百零二年全國中正盃少林拳道武

術錦標賽內家拳術中青年男組第一名（參附

件七）  

大功

一次 
第五條 

第五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第二案 

提案屬性：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 

提 案 者：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建請化學工程學系一年級王翼澤記大功一次，提請獎懲委員會予以討論。 

 

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

種類 

符合 

條件 

化學工程

學系 

一年級 

王翼澤 

代表學校參加 2013 年臺灣海峽盃全球華人武

術大賽暨一百零二年全國中正盃少林拳道武

術錦標賽內家拳術青年男組第一名（參附件

八）  

大功

一次 
第五條 

第五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陸、主席結論 

一、若提案事由涉及參加全國性比賽，敬請提案單位於事由詳敘參加比賽人數、比 

賽規模，以利委員討論。 

二、提案單位可利用每學期學生週會場合褒揚獲大功獎勵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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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圖文/媒體公關組】狗狗版「一公升的眼淚」在中

興大學獸醫教學醫院真實上演！日劇「一公升的眼

淚」賺人熱淚，敘述罹患小腦萎縮症的少女勇敢面對

身體功能逐漸退化的歷程。去年 9月興大獸醫教學醫

院來了一隻罹患小腦萎縮症的柯基犬「寶寶」，到院

時僅 2.5個月大，完全無法站立、運動神經失調，主

人已放棄治療，小狗隨時可能會安樂死。 

 

當時興大獸醫系主任董光中和學生蔡宛芸看小狗病況並不嚴重，吃飯、排便皆正常，只是行動不

便，因而決定收養牠，經過 5個月的悉心照顧，並帶牠做各項檢查，配合針灸、中藥、復健等治

療，目前寶寶已 6.5個月大，在輪椅等輔助器的協助下已能緩步行走，後肢雖然仍無法站立，但

前肢與頭部已能自行控制，是隻非常活潑好動的小狗。 

 

興大獸醫教學醫院院長李衛民表示，寶寶到院時無法行走，因此懷疑是脊髓或腦部的疾病，照過

核磁共振與 X光後，在影像中看不到小腦的結構，脊髓正常，因此研判是小腦萎縮或無發育。由

於小腦缺乏無法透過醫療讓它自行長出，所以後續的治療是用針灸刺激腦部與脊髓的穴位，搭配

疏經活血湯跟通絡兩款中藥，疏通穴位經絡。經過 5個月的治療，寶寶從完全不能翻身到現在可

以站立一段時間，情況好轉許多。 

 

李衛民指出，獸醫使用中醫療法越來越常見，針灸方式包含白針、水針跟電針等，由於白針跟電

針需要維持 20-30分鐘不動，寶寶太過好動不適用，只能用水針，將藥物打到穴位，透過暫時性

的壓迫讓藥物慢慢釋放，施打的穴位包含風府、風池、陶道、大椎、身柱、百會、環跳、解溪、

湧泉。 

 

目前就讀獸醫學系五年級的蔡宛芸說，「寶寶真的進步很多！」她預計今年 6月畢業，雖然課業

很繁重，她還是每天抽空抱抱寶寶，托著毛巾幫牠復健或是幫牠按摩肌肉伸展關節，以防四肢萎

縮。 

 

蔡宛芸在寶寶 3.5 個月大時用水管自製了一台狗輪椅，輪椅可托起寶寶的後肢，牠就可四肢著

地，利用前肢的力量自己往前移動。蔡宛芸說：「走路與跳躍對一般小狗來說是輕而易舉的動作，

但寶寶卻需要透過反覆練習才能學會。」由於寶寶還不太會控制後肢的力道，有時牠會用力過猛，

興奮地橫衝直撞，像兔子一般地跳著走，有時牠也會像小孩子般地鬧脾氣，對身邊的人很兇，此

時只要抱抱牠安撫一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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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宛芸說，照顧牠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心力，當初決定收養，只因牠也是一條寶貴的生命，應該

讓牠有活下去的機會。蔡宛芸為牠取名「寶寶」，因為牠像寶寶一樣需要很多的照顧與關心，另

方面也希望患有先天疾病的牠永遠是大家的寶貝，不因身體的殘疾而被放棄。寶寶目前養在學校

實驗室，許多同學都會一起幫忙照顧或跟牠玩耍，寶寶早已成為實驗室的一份子。 

 

◆小狗針灸治療包含白針、水針、電針三種方式，寶寶採用的是水針。 

‧施打的穴位：風府、風池、陶道、大椎、身柱、百會、環跳、解溪、湧泉。 

‧搭配治療： 

–中藥藥粉：疏經活血湯、通絡兩帖，一日服用 2-3次。 

–復健： 

（1）使用整理箱水中復健，約一周一次。 

（2）草皮上輔助站立，一天一次。 

–按摩：四肢肌肉關節，一天一次。 

 

相關新聞報導： 

【影音 102-1-14大屯有線】罹患小腦萎縮  小狗癱軟無法行走 

【影音 102-1-14新唐人電視台】興大獸醫院施針灸 癱犬能站了 

【影音 102-1-13壹電視】狗版「一公升的眼淚」 癱狗針灸重生 

【102/1/12自由時報】興大師生齊救治 癱犬站起來 

【102/1/12蘋果日報】癱狗險安樂死 針灸重生 狗版《一公升眼淚》能靠輔助器行走 

【102/1/12聯合報】「一公升的眼淚」狗狗版 寶寶腦萎縮 興大師生要醫好牠 

【102/1/12中國時報】《一公升的眼淚》狗狗版 針灸復健 小腦萎縮癱犬能站了 

【102/1/12中華日報】針灸、中藥、復健治療…小腦萎縮狗寶寶站起來 

【102/1/11台視】狗狗版一公升的眼淚 針灸療病犬 

【102/1/11全國廣播】中醫治小腦發育不全 科基犬「寶寶」獲新生 

【102/1/11鉅亨網】狗狗也有「一公升的眼淚」 針灸可療病犬 

【102/1/11中廣】 狗狗版一公升的眼淚 興大針灸救回癱瘓犬 

【102/1/11台灣好新聞】興大針療病犬 狗狗版「一公升的眼淚」溫馨上演 

【102/1/11中央社】犬小腦萎縮 針灸療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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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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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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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法律系 四年級 張智瑋  優良事蹟如下： 

一、擔任本校第 18 屆學生會會長，有效凝聚學生會幹部，熱心會務，領導學生會

舉辦多項活動，如：學生自治人才培訓營(102年 2月 16-17日，參加人數 65 人)；

牛奶節傳情活動(102年 3月 14日，參加人數約 200人)；多場名人講座(各場次參

加人數 50-300 人不等)；惠蓀電影(各場次人數 120-250 人不等)；劇團表演(102

年 3 月 5 日，參加人數約 200 人)；學權週活動(102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參

加人數約 3,000人)等。 

二、爭取學生申訴評議公開： 

成為全台灣第一間學生評議結果公開之大學，揭露評議結果使全校師生共同監督，

有助於學生申訴評議品質、提升本校法治精神。於第 65次校務會議提出「國立中

興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八條之修正並通過，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八條 

申訴案件應主動公開評議結

果、事實及理由。但不得公

開自然人姓名及其他足資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 

申訴案件之評議得通知申訴

人、原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

到場說明或陳述意見，所為

之說明應製作記錄。 

第八條 

申訴案件之評議以不公開為

原則。 

申訴案件之評議得通知申訴

人、原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

到場說明或陳述意見，所為

之說明應製作記錄。 

申訴案件之評議案件應以公

開為原則，公開評議結果符

合民主原則，助於學生監

督、維護學生權益並提升申

訴案件評議之品質，另我國

各級法院之審辦及訴願皆以

公開為原則，據舉重以明輕

之法理，申訴案件之評議應

予公開。 

 

三、於校務會議提出四項「不平等」及五項「主張」爭取學生權益： 

※四項「不平等」： 

(一) 會議決議權利的不平等：大學法規定凡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  

章之會議學生有出席的權利但目前除未落實外，學生無提案權，無法 

積極在會議中爭取學生權利。 

(二) 校內享受資源的不平等：校內各單位匡列學校預算，在使用場地、器 

材、研究設備及各項資源時有足夠的資源支付，但學生除了無此資源 

外還負擔了複雜的借用程序與不平等的優先順序。 

(三) 了解校務資訊的不平等：普遍學生直接參與校務機會不足，同時未有 

完整訊息向本校學生公開進而只能在問題發生時被動的修補，學生無 

法積極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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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與公共事務機會的不平等：本校學生因不同的成長環境，對於公共 

事務的關心程度有所不一，同時部分學生面臨高經濟壓力致使其毫無 

餘力參與。 

※五項「主張」： 

      (一)本校各單位行政權力之行使，必須依據法律規範為之。 

      (二)不論其會議層級或性質，凡關於學生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 

會議中，學生代表具提案、發言與表決之權利。 

(三)學生使用校內各項資源(如場地、器材)應建立與教師、職員平等的使用 

程序與平等的使用權利。 

      (四)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應定期召開公聽會報告未來發展、將施行之政策與 

財務狀況。 

(五) 本校應開設相關課程並匡列經費提升學生參與校務與投入全國性及地 

方性公共事務之能力。 

受到校方肯定其精神，將與學務處做文字修正後可再送校務會議討論，將來作為學

生爭取權益之基礎精神。 

 

四、舉辦畢業演唱會： 

本次畢業演唱會(102 年 5 月 16 日於惠蓀堂舉行)以零預算執行，師生盡歡，且獲

得 MTV 電視台直播。使學校於電視上持續露出兩小時半。當天參加人數約有 3,000

人，活動順利圓滿結束。 

 

五、協助舉辦第 41屆惠蓀幹訓： 

擬於 6/27- 6/28舉辦第 41屆惠蓀社團幹部訓練(參加人數約 120人)。擔任本活動

之總召，目前場地、講師、工作人員大致分配工作完成，前置作業正積極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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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財金系 三年級 王語禪  優良事蹟如下： 

 
一、 擔任第 18屆學生代表大會議長，主持第 18 屆學生代表大會各項會議，參與

學生會法規之修訂，認真盡責。 

(一) 擔任 102年 3月 18日學生代表大會第三會期第一次常會會議主席，通 

過學生會預算追加、修正會費收入辦法、學生會補助社團學會經費由五

千提到至兩萬、修正學生會器材管理辦法等。 

(二) 擔任 102年 5月 23日學生代表大會第四會期第一次常會會議主席，通 

過學生會器材管理辦法。 

(三) 籌備 102年 5月 28日第 19屆學生代表大會預備會議，選舉第 19屆學 

生代表大會正副議長。 

(四) 擔任 102年 6月 2日學生代表大會第四會期第二次常會會議主席，通過 

第 18屆學生會總決算案。 

 

二、 舉辦第 16屆中、高級議事規則營，增進本校學生議事規則之知能。 

負責籌畫主辦 102年 3月 22～24日中級議事規則營及 102年 5月 3～5日高

級議事規則營，授課內容為組織章程撰寫、社團成立與解散、委員會制度運

作、模擬講師教授會議規範、模擬主席主持會議。課程結束後舉行檢定考試，

通過後即授予中華議事員協會中、高級議事員證書，通過中級議事員檢定考

者 6人，高級議事員者 5人。 

 

三、 代表學生參加校內各項會議。 

擔任 102年 3月 25日第 65次教務會議、102年 5月 10日、14日第 65次校

務會議學生代表，為學生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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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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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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