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14 日(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蘇武昌學務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陳靜欣行政組員

壹、 主席致詞：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參加會議，先簡單報告本學期學生事務重要推展：
(一)由今天的提案可以了解本處近年持續在宿舍方面有很多的改善，繼仁齋、禮齋
外，今年修繕了智齋，同時也在禮齋地下室，設置多功能空間，包括媒體所報
導全台第一個廚房。
(二)配合圓廳改造，本校學生活動中心搬到雲平樓，雲平樓地下室也改造為學生課
外活動公共空間，特別請藝術中心陳欽忠主任協助命名，取名為「居學園」
，禮
記學記有云：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其意為正課必須
要與課外學習相輔相成，才能達到最大的學習成效。
(三)這學期開始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中的完善弱勢協助機制，目前也在規劃明年的輔
導項目，初步包括學習力輔導、就業力輔導、領導力輔導、生活力輔導及國際
力輔導五大項。
(四)其他的工作事項請參閱本處工作報告，歡迎提供建議。

貳、 工作報告：學務處各組室中心工作報告(附錄)
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第1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僑生輔導組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僑生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
決

議：有關僑生於個人入學申請時即可申請獎學金之修正文字，授權學務處及教務處共同
研議修正，其餘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本室業已於 107 年 6 月 28 日(興學字第 1070300537 號)發文公告本校一、二
級單位周知。
第2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急難慰助金申請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案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7 年 7 月 9 日以興學字第 1070300624 號書函公告師生周知。
第3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男生宿舍智齋預計於今(107)年暑假進行房間內部及公共空間整體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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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男生宿舍智齋住宿費用 107 學年度擬由每人每學期 6,200 元調漲為 9,281 元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7 年 6 月 29 日公告住輔組網頁，並已於 107 學年度開始實行。
第4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
一、修正辦法業以 107 年 7 月 19 日興學字第 1070300660 號書函發文至本校
各一、二級單位。
二、修正辦法亦公告於課外活動指導組網站。
第5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社團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
一、修正辦法業以 107 年 7 月 19 日興學字第 1070300660 號書函發文至本校
各一、二級單位。
二、修正辦法亦公告於課外活動指導組網站。
第6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八條及第十三條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7 年 7 月 5 日興學字第 1070300601 書函轉知本校各相關單位，並
更新住輔組網頁公告相關資訊。
臨時動議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生代表提案
案
由：擬修改「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部分條文
決
議：有關社團由應聘請改為得聘請行政指導老師之建議，請課指組召集學生會及全部社
團討論「得」、「須」之必要性。
執行情形：經課指組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社團聯席會召集學生討論，決議為維持原條文，各
社團仍須聘任一位指導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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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提案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新增「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三條及修正部分條
文，請討論。

說

明：
一、擬新增住宿床位申請優先分配規定，俾利實務執行；又考量離
島及花東學生至學校就學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為照顧遠道學生
住宿需求，故擬將其納入床位優先分配。(註：103-106 學年度
入學之大學部離島及花東學生數共 248 人，平均每學年 62 人。)
二、因誠軒住宿收費項目包含水費，故將新增本辦法收取「水費」之
各項規定。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辦法各 1 份，詳附件一。

辦

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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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三條至第十八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新增)
男、女生學生宿舍採自願申
請，住宿輔導組受理前條住
宿之申請後，若宿舍床位供
應不足，依下列各款順序優
先分配床位：
一、身心障礙學生、低收入
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一、依據教育部「大

三、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
學部學生，設籍於離島
者，且高中畢業學校須
為當地高中者。

申請優先分配規

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規定，須提
供低收入戶學生校
內宿舍免費住宿；另
提供中低收入戶學
生校內宿舍優先住
宿。故新增住宿床位
定，俾利實務執行。
二、考量離島及花東
學生至學校就學路

四、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
學部學生，設籍於花東
者，且高中畢業學校須
為當地高中者。

途遙遠交通不便，為
照顧遠道學生住宿
需求，並衡酌未來誠
軒及興大二村陸續
完工，床位壓力較
小，故擬將其納入床
位優先分配。
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第四條….。

第三條….。

第五條
學生經住宿輔導組分配寢室
床位並於規定時間繳交宿
費、電費、水費、清潔費、
宿舍網路費、寢室清潔保證
金及財產保證金後，即可進
住宿舍。凡未經許可，而擅
自進住者，除飭其立即遷出
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
處分。

第四條
學生經住宿輔導組分配寢室
床位並於規定時間繳交宿
費、電費、清潔費、宿舍網
路費、寢室清潔保證金及財
產保證金後，即可進住宿
舍。凡未經許可，而擅自進
住者，除飭其立即遷出外，
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處
分。

一、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二、因誠軒住宿收費
項目包含水費，故新
增本辦法收取「水
費」之各項規定。

第六條….。

第五條….。

因新增第三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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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
第八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第十條
每學期經核准住校學生，於
註冊繳費時預繳男、女生學
生宿舍規定之電費、水費、
財產保證金、清潔費及寢室
清潔保證金。於學期結束
後，住校生應將寢室打掃乾
淨，經住宿輔導組檢查通過
後，無息發還寢室清潔及財
產保證金，預繳之電費及水
費每學期末或退宿時，依實
際使用度數結算，多退少
補。未清掃或檢查未通過之
寢室，將沒收寢室清潔保證
金，委由清潔公司打掃；寢
室內如有公有物品遺失或損
壞，依公有財產物品保管辦
法處置。

第九條
每學期經核准住校學生，於
註冊繳費時預繳男、女生宿
舍規定之電費、財產保證
金、清潔費及寢室清潔保證
金。於學期結束後，住校生
應將寢室打掃乾淨，經住宿
輔導組檢查通過後，無息發
還寢室清潔及財產保證金，
預繳之電費每學期末或退宿
時，依實際使用度數結算，
多退少補。未清掃或檢查未
通過之寢室，將沒收寢室清
潔保證金，委由清潔公司打
掃；寢室內如有公有物品遺
失或損壞，依公有財產物品
保管辦法處置。

一、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第十一條
每學期住校學生(含僑生、陸
生、外國學生)，均須依據
男、女生學生宿舍所公告訂
定之期限遷出宿舍，並不得
留置任何物品。寒暑假期間
申請留校住宿者，須於公告
訂定時間內向各宿舍服務中
心辦理申請。經申請核准，
並繳納宿費、電費、水費、
宿舍網路費、財產保證金、
寢室清潔保證金及清潔費，
方得集中住宿。

第十條
每學期住校學生(含僑生、陸
生、外國學生)，均須依據男
生宿舍與女生宿舍所公告訂
定之期限遷出宿舍，並不得
留置任何物品。寒暑假期間
申請留校住宿者，須於公告
訂定時間內向各宿舍服務中
心辦理申請。經申請核准，
並繳納宿費、電費、宿舍網
路費、財產保證金、寢室清
潔保證金及清潔費，方得集
中住宿。

一、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二、本法提及男生宿
舍與女生宿舍改為
統一用語：男、女生
學生宿舍。
三、因誠軒住宿收費
項目包含水費，故新
增本辦法收取「水
費」之各項規定。

第十二條….。

第十一條…。

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第十三條
寒暑假及學期間需留校住宿
之學生及各行政單位、系
所、社團，寒暑假其住宿收

第十二條
寒暑假需留校住宿之學生及
各行政單位、系所、社團，
寒暑假住宿收費標準，依「本

一、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二、由於學期間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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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標準，依「本校學生宿舍
借用管理要點」辦理。

校學生宿舍借用管理要點」 政單位、系所仍有短
辦理。
期住宿需求，為明確
規範短期住宿相關
收費，故擬增列相關
規定於「本校學生宿
舍借用管理要點」，
故修正本條條文規
範。

第十四條….。

第十三條….。

….
第十五條….。

….
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
進住男、女生學生宿舍，應
詳細閱讀並遵守各宿舍之生
活公約，違規者除視情節輕
重依校規處分外，並列入下
學期住宿資格參考。
（生活公
約細則另訂之）

第十五條
進住學生宿舍，應詳細閱讀
並遵守各宿舍之生活公約，
違規者除視情節輕重依校規
處分外，並列入下學期住宿
資格參考。
（生活公約細則另
訂之）

一、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二、本法提及學生宿
舍改為統一用語：
男、女生學生宿舍。

第十七條…。

第十六條…。

…
第十九條…。

…
第十八條…。

因新增第三條條
文，其後條文依序遞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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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
99 年 6 月 30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0 年 6 月 10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1 年 5 月 29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3 年 11 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4 年 3 月 1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5 年 5 月 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6 年 4 月 2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6 年 12 月 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7 年 6 月 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7 年 12 月 1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壹、
第一條

目的

本辦法之目的，在輔導學生住宿之申請、分配、進住、退宿，生活輔導及
內務要求諸項，藉以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及高尚品德。

貳、

申請及分配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依學務處之公告於規定時間內申請住校，惟研究所在職
專班學生不提供床位申請。

第三條

男、女生學生宿舍採自願申請，住宿輔導組受理前條住宿之申請後，若宿
舍床位供應不足，依下列各款順序優先分配床位：
一、身心障礙學生、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108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設籍於離島者，且高中畢業學校須
為當地高中者。
四、108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設籍於花東者，且高中畢業學校須
為當地高中者。

第四條

外國學生新生住校，由國際事務處統一申請，並於八月二十日前將住宿名
冊送住宿輔導組彙辦。

參、

住宿及退宿

第五條

學生經住宿輔導組分配寢室床位並於規定時間繳交宿費、電費、水費、清
潔費、宿舍網路費、寢室清潔保證金及財產保證金後，即可進住宿舍。凡
未經許可，而擅自進住者，除飭其立即遷出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處
分。

第六條

男、女生學生宿舍各成立宿舍服務委員會，接受住宿輔導組之輔導及監督，
協助學校管理宿舍相關事宜，共同維護宿舍良好生活習慣及住宿環境安全。
服務委員名額、產生及相關辦法由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另訂之。

第七條

男、女生學生宿舍各成立住宿生代表會，接受住宿輔導組之輔導，建議學
校宿舍生活相關事宜，協助辦理宿舍活動及協助考核宿舍服務委員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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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生代表委員名額、產生及相關辦法由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另訂之。
第八條

學生進住宿舍後，對公物及室內一切設備均負有維護與保管之責任，如無
故遺失或損壞，除依情節輕重得以議處外，並依規定賠償。

第九條

學生於學期第九週最後一個上班日以前，經核淮入住宿舍者，應繳納全數
宿費，於學期第九週最後一個上班日後，經核淮入住宿舍者，則繳納宿費
二分之一。

第十條

每學期經核准住校學生，於註冊繳費時預繳男、女生學生宿舍規定之電費、
水費、財產保證金、清潔費及寢室清潔保證金。於學期結束後，住校生應
將寢室打掃乾淨，經住宿輔導組檢查通過後，無息發還寢室清潔及財產保
證金，預繳之電費及水費每學期末或退宿時，依實際使用度數結算，多退
少補。未清掃或檢查未通過之寢室，將沒收寢室清潔保證金，委由清潔公
司打掃；寢室內如有公有物品遺失或損壞，依公有財產物品保管辦法處
置。

第十一條

每學期住校學生(含僑生、陸生、外國學生)，均須依據男、女生學生宿舍
所公告訂定之期限遷出宿舍，並不得留置任何物品。寒暑假期間申請留校
住宿者，須於公告訂定時間內向各宿舍服務中心辦理申請。經申請核准，
並繳納宿費、電費、水費、宿舍網路費、財產保證金、寢室清潔保證金及
清潔費，方得集中住宿。

第十二條

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所、社團需住宿舍者，須於公告訂定時間內向各宿
舍服務中心辦理申請。

第十三條

寒暑假及學期間需留校住宿之學生及各行政單位、系所、社團，其住宿收
費標準，依「本校學生宿舍借用管理要點」辦理。

第十四條

已完成住宿申請手續後，因故退宿者，於開學日之七日前申請退宿者，可
申請更換註冊繳費單，免繳宿費。開學日前一週內至開學日起一週內申請
退宿者，須先完成繳納宿費後，退還宿費百分之七十；開學日起一週後至
第九週最後一個上班日以前申請退宿者，退還宿費百分之五十；第九週最
後一個上班日後申請退宿者，所收取之宿費，全數不予退還。惟大學部一
年級新生第一學期於開學日前一週內至開學日起一週內申請退宿者，須先
完成繳納宿費並扣除開學日前一週起至申請退宿日止之每日住宿費用(每
日費用為全額宿費百分之二)後，退還剩餘宿費。（均依學校公布之當學年
度行事曆為準則）

第十五條

住宿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程序辦理退宿：
一、住宿期限期滿。
二、畢業、休學、退學、轉學。
三、自願退宿。
107.12.14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8-

四、勒令退宿。
前述第二、四款情事發生時，應於七日內(含例假日)辦理退宿。

肆、
第十六條

住宿一般規定及違規處理要點

進住男、女生學生宿舍，應詳細閱讀並遵守各宿舍之生活公約，違規者除
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處分外，並列入下學期住宿資格參考。（生活公約細則
另訂之）

伍、
第十七條

宿舍安全

宿舍每學期應由本校各相關單位派員檢驗消防器材、電源設施、鍋爐設備
及飲水設備乙次，以維護宿舍安全。

第十八條

一年級於新生訓練時舉行防震防火防災訓練乙次，以熟知安全逃生要領；
並於每棟宿舍編制消防、交通指揮、管制及救護等四組，以備緊急應變。

陸、
第十九條

附則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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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宿舍借用管理要點」第四點，請討論。

說

明：
一、自 105 學年度起陸續整修宿舍，新建宿舍誠軒也即將進住，其
學期宿費皆為 8,800 元以上，故擬依一學期宿費調漲比例適度調
漲前揭宿舍寒暑假住宿費用。
二、由於學期間各行政單位、系所需短期住宿，為明確規範短期住宿
收費，故增列相關規定。
三、因誠軒住宿收費項目包含水費，故新增本要點收取「水費」之各
項規定。
四、檢附修正要點對照表及現行要點各 1 份，詳附件二。

辦

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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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宿舍借用管理要點」第四點及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四、住宿收費標準:

四、住宿收費標準:

(一)暑假住宿學生繳交全

(一) 暑 假 住 宿 學 生 繳 交 全

學期宿費、電費、水費及

學期宿費、電費及網路費各

網路費各二分之一；寒假

二分之一；寒假住宿學生繳

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宿

交全學期宿費及電費各四

費、及電費及水費各四分

分之一；如不滿一月者，得

之一；如不滿一月者，得

按寒假收費標準。低於十五

按寒假收費標準。低於十

日者，另採按日收費，宿費

五日者，另採按日收費，

每人每日一百元，電費需另

宿費每人每日一百元，電

計。另寒、暑假住宿生清潔

費及水費需另計。另寒、

費，每人一百元。寢室清潔

暑假住宿生清潔費，每人

及財產保證金部分為比照

一百元。寢室清潔及財產

學期全額收取。

保證金部分為比照學期全

(二) 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

額收取。

所、社團需住宿舍者，除於

(二)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

公告訂定時間內向各宿舍

所、社團需住宿舍者，除

服務中心辦理申請外，並應

於公告訂定時間內向各宿

繳納宿費每人每日兩百

舍服務中心辦理申請外，

元，清潔費每人每次一百

並應繳納宿費每人每日兩

元，電費需另計。校外單位

百元(105 學年後整修之宿

住宿每人每日收費三百

舍或新建宿舍宿費為每人

元，清潔費每人每次一百

每日兩百八十元)，清潔費

元，電費需另計。暑假住宿

每人每次一百元，電費及

不論身份別，若申請網路

水費需另計。校外單位住

者，皆須繳交網路費，該費

宿每人每日收費三百元

用以最小單位一週計算，每

(105 學年後整修之宿舍或

人每週二十元，不足一週者

新建宿舍宿費為每人每日

以一週計，超過七週者(不

四百二十元)，清潔費每人

含七週)，則收取每人一百

每次一百元，電費及水費

五十元。

一、因誠軒住宿收費項目包
含水費，故新增本要點收取
「水費」之各項規定。
二、自 105 學年度起陸續整
修宿舍，新建宿舍誠軒也即
將進住，其學期宿費皆為
8,800 元以上，故擬依一學期
宿費調漲比例適度調漲前揭
宿舍寒暑假住宿費用。計算
式如下：
(一)校內各行政單位、系所、
社團需住宿舍者：
8800/6200*200=284，以 280
元計。
(二)校外單位：
8800/6200*300=426，以 420
元計。
三、由於學期間各行政單
位、系所需短期住宿，為明
確規範短期住宿收費，故增
列相關規定。該費用擬參考
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所住
宿費，每人每日兩百元(105
學年後整修之宿舍或新建宿
舍宿費為每人每日兩百八十
元)，並以該住宿棟別之學期
宿費為最高收費；其餘費用
計算則參考寒暑假收費方式
計價。

需另計。暑假住宿不論身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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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別，若申請網路者，皆
須繳交網路費，該費用以
最小單位一週計算，每人
每週二十元，不足一週者
以一週計，超過七週者(不
含七週)，則收取每人一百
五十元。
(三)學期間(開學日起至該
學期期末閉宿日止)各行
政單位、系所需短期住宿
者，住宿費每人每日兩百
元(105 學年後整修之宿舍
或新建宿舍宿費為每人每
日兩百八十元)，至多不超
過該棟學期宿費；網路費
以最小單位一週計算，每
人每週二十元，至多不超
過三百元；清潔費以最小
單位一週計算，每人每週
一百元，超過五週以上
者，以五百五十元計；寢
室清潔及財產保證金比照
學期全額收費，電費及水
費需另計。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
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
施行，修正時亦同。

107.12.14

七、本要點簽請校長核定施 考量本要點宿費制定涉及同
學權益甚鉅，故擬將本要點
行，修正時亦同。
之修正程序改為應提送學生
事務會議。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12-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宿舍借用管理要點
107 年 12 月 14 日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一、為有效管理學生宿舍，依據本校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提供校內需留校住宿之學生及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所、社團辦理各項活動，經學
校核准始得申請寒暑假住宿。
三、申請時間：依住宿輔導組公告時間辦理，額滿不再受理。
四、住宿收費標準:
(一)暑假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宿費、電費、水費及網路費各二分之一；寒假住宿學
生繳交全學期宿費、及電費及水費各四分之一；如不滿一月者，得按寒假收費標準。
低於十五日者，另採按日收費，宿費每人每日一百元，電費及水費需另計。另寒、
暑假住宿生清潔費，每人一百元。寢室清潔及財產保證金部分為比照學期全額收取。
(二)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所、社團需住宿舍者，除於公告訂定時間內向各宿舍服
務中心辦理申請外，並應繳納宿費每人每日兩百元(105 學年後整修之宿舍或新建宿
舍宿費為每人每日兩百八十元)，清潔費每人每次一百元，電費及水費需另計。校外
單位住宿每人每日收費三百元(105 學年後整修之宿舍或新建宿舍宿費為每人每日四
百二十元)，清潔費每人每次一百元，電費及水費需另計。暑假住宿不論身份別，若
申請網路者，皆須繳交網路費，該費用以最小單位一週計算，每人每週二十元，不
足一週者以一週計，超過七週者(不含七週)，則收取每人一百五十元。
(三)學期間(開學日起至該學期期末閉宿日止)各行政單位、系所需短期住宿者，住
宿費每人每日兩百元(105 學年後整修之宿舍或新建宿舍宿費為每人每日兩百八十
元)，至多不超過該棟學期宿費；網路費以最小單位一週計算，每人每週二十元，
至多不超過三百元；清潔費以最小單位一週計算，每人每週一百元，超過五週以上
者，以五百五十元計；寢室清潔及財產保證金比照學期全額收費，電費及水費需另
計。
五、申請核准繳費後，除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重大因素外，不得申請延期或要求退費。
六、借用單位及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遵從政府法令及本校規定，不得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二) 借用單位依管理單位核定日期進住並提供住宿人員名冊予宿舍服務中心。
(三) 未經許可不得張貼海報、宣傳標語，或因辦理選舉而設投票所。
(四) 宿舍內全面實施禁煙。
(五) 硬體設施不得任意敲打與破壞。
(六) 不得攜帶鞭炮、火燭等易燃物或爆裂物及其他危險物品與有礙衛生物品及攜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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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任何寵物。
(七) 借用申請經核准後，不得任意轉借其他單位使用及個人。
(八) 使用時應維護清潔，不得改變原有設施，活動結束後須回復原狀。
(九) 使用時應愛惜宿舍各項器材或設備，不得擅自啟用各項設備，如需臨時另接
電源或電器設備，應先接洽宿舍服務中心辦理，若因使用不當造成毀損者，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 嚴禁於宿舍內烹煮食物；離開寢室，應關閉宿舍之門窗及電源。
(十一) 借用單位因故取消借用時，應提前一週辦妥取消借用及退費手續。逾期不
受理，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十二) 借用單位及學生應負責住宿人員及財務管理責任。
(十三) 使用時應遵守門禁管制並保持住宿區之寧靜。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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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男生宿舍義齋預計於明(108)年暑假進行房間內部及公共空間整
體改造工程，男生宿舍義齋住宿費用 108 學年度擬由每人每學
期 6,200 元調漲為 9,416 元，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持續改善宿舍生活品質，提升住宿空間環境，規劃於 108 年
暑假完成男宿義齋房間內部水泥床改為系統床組及公共空間
(浴廁洗衣間等)整體改造工程，總預算 35,264,603 元，詳附件
三。
二、由於公共空間改造係為維持住宿生生活起居之基本需求，並考量
家長經濟負擔，此部分之整修成本，擬不計入宿費調漲範圍，僅
將寢室內部整修之成本反映於宿費調漲。
三、擬調漲之宿費計有：
(一) 每人分攤床組及傢俱設備費用：
新置之鋁合金上床下書桌衣櫃每組 29,048 元，上床梯櫃(二
人共用一組)每組 15,857 元，該系統床組使用年限為 5 年，
以 1.5 倍使用年限即 7.5 年攤提，則每學期每人宿費增加
(29,048+(15,857/2))元/7.5 年/2 學期=2,465 元。
(二) 每人分攤寢室內部修繕費用：
單間寢室扣除床組傢俱後之整修費用為 49,530 元，該費用
以 15 年攤提，則每學期每人宿費增加 49,530 元/15 年/2 學
期/4 床=413 元。
(三) 每人分攤廠商利稅、保險及間接工程費等費用：
依寢室施工工程費所佔總施工工程費比例，計算應負擔之
廠商 利稅、保險及間接工程費等，計算式如下：
1.全部寢室施工工程費/總施工工程費=
18,553,558 元/29,348,805 元=約 63.2%。
2.廠商利稅、保險及間接工程費等費用總計 5,915,798 元。
3.每人每學期宿費增加 5,915,798 元*0.632/15 年/2 學期
/369 床=338 元。

辦

四、總計前揭整修成本，義齋學生住宿費每學期每人共需增加
2,465+413+338=3,216 元，則義齋調漲後宿費應為每人 6,200 元
+3,216 元=9,416 元。
法：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義齋宿費自 108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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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學年度起調漲為 9,416 元/人/學期。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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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宿舍網路管理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4 月 18 日臺高教(二)字第 1070057052 號函辦
理，詳附件五。
二、檢附要點草案逐條說明一份(附件四)。

辦

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107.12.14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17-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宿舍網路管理要點」
107 年 12 月 14 日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一、為充分發揮校園網路功能、落實網路資源合理使用與有效管理學生宿
舍網路，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住宿學生使用宿舍網路，須依「國立中興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使用，及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所公佈的 IP 網路位址，使用網路
資源。
三、如有下列情事發生，並經查獲屬實，除依相關法規處分外，將予以停
權處分。
(一) 傳送威脅性、猥褻性、商業性或不友善的資料。
(二) 散佈病毒，或侵入未經授權使用的電腦系統。
(三) 大量傳送信件，或對不同主機大量掃描。
(四) 使用或傳送未經授權之任何檔案。
(五) 蓄意破壞或不正當使用網路設備。
(六) 架設非法或色情之不良網站。
(七) 使用他人之 IP 網路位址者。
待上述停權原因終止後，得申請恢復使用權。
四、為保持網路暢通，依「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對網路流量須做適當
之區隔、管控。單日上傳或下載流量依中部區網中心規定，並以本校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公告限額為管制執行依據(校內互傳不列入計
算)，使用量超出管制額度之 IP，自超出規定額度之時間起，依本校網
路流量管制機制，限制網路頻寬使用。
五、學生宿舍網路如有故障，請向宿舍網路管理委員申請維修。
六、學生宿舍網路之管理及運作，由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督導之。
七、本要點如果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臺灣學
術網路管理規範」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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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女生宿舍勤軒預計於明(108)年暑假進行房間內部及公共空間整
修工程，女生宿舍勤齋住宿費用 108 學年度擬由每人每學期
6,200 元調漲為 9,481 元，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改善宿舍生活品質，提升住宿空間環境，規劃於 108 年暑假
完成女宿勤軒房間內部水泥床改為系統床組、公共空間(浴廁天
花板更新、走廊樓梯間油漆等)改造工程，總預算 21,497,194 元，
詳附件六。
二、由於公共空間改造係為維持住宿生生活起居之基本需求，並考量
家長經濟負擔，此部分之整修成本，擬不計入宿費調漲範圍，僅
將寢室內部整修之成本反映於宿費調漲。
三、擬調漲之宿費計有：
(一) 每人分攤床組及傢俱設備費用：
新置之系統床組傢俱每間四人房寢室為 131,380 元，該系
統床組使用年限為 5 年，以 1.5 倍使用年限即 7.5 年攤提，
則每學期每人宿費增加 131,380 元/7.5 年/4 人/2 學期=2,190
元。
(二) 每人分攤寢室內部修繕費用：
單間寢室扣除床組傢俱後之整修費用為 86,980 元，該費用
以 15 年攤提，則每學期每人宿費增加 86,980 元/15 年/2 學
期/4 床=725 元。
(三) 每人分攤廠商利稅、保險及間接工程費等費用：
依寢室施工工程費所佔總施工工程費比例，計算應負擔之
廠商 利稅、保險及間接工程費等，計算式如下：
1.全部寢室施工工程費/總施工工程費=
15,388,216 元/17,942,936 元=約 85.8%。
2.廠商利稅、保險及間接工程費等費用總計 3,554,258 元。
3.每人每學期宿費增加 3,554,258 元*0.858/15 年/2 學期
/278 床=3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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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計前揭整修成本，勤軒學生住宿費每學期每人共需增加
2,190+725+366=3,281 元，則勤軒調漲後宿費應為每人 6,200 元
+3,281 元=9,481 元。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勤軒宿費自
108 學年度起調漲為 9,481 元/人/學期。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散會：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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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務處各組、室、中心工作報告
◎教官室
一、校園安全
(一) 107 年 5 月至 11 月 20 日教官室處理學生事件，計有：協尋 25 件次、車禍 23 件
次、糾紛 10 件次、失竊 10 件次、失物招領 19 件次、情緒困擾 12 件次、緊急傷
病事件 25 件次、意外事件 1 件次、傷人預警 1 件次、自殺自傷 8 件次、校園親
密關係暴力 1 件次、疑似性平事件 23 件次、其他 83 件次，合計 241 件次。
(二)107 年 9 月 4 日配合新生入學指導邀請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信義分隊實施防火防災
緊急避難演練，使學生了解設備使用及避難逃生原則，確保生命財產安全；另於
9 月 21 日配合國家防災日實施全校性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強化師生地震避難應變
處理能力，有效減低災損，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三)107 年新生入學指導邀請第三分局偵查隊及防治組蒞校針對新生、陸生及外籍生
實施「反詐騙及交通安全」宣導，有效減少意外事件發生。
二、交通安全：
(一)107 年度本校交通安全實施計畫已於 9 月 3 日完成修訂。
(二)107 年 9 月 3 日配合新生入學指導活動實施交通安全宣導教育；9 月 4 日對國際
籍交換學生、陸籍生實施兩場次交通安全宣導。
(三) 107 年度教育部交通安全巡迴教育種子教官培訓，教官室遴派少校教官何信標參
訓，業於 10 月 18 日完訓，並取得種子巡迴教官資格。
(四)107 年 9 月 12 日於教官室召開 107 年度交通安全服務隊勤前工作會議，由主任于
上校主持，宣導值勤安全規定及服務隊工作重點，協助推動落實交通安全教育宣
導及校園周邊導護工作。
三、學生兵役：
107 年 5 月至 107 年 11 月檢送出國交換學生申請出境 22 位、在學緩徵名冊及延長
修業名冊 2867 位、緩徵原因消滅名 157 位至各縣市政府彙辦。
四、紫錐花運動：
(一)107 年 5 月 10 日運用大一週會時機邀請臺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洪郁婷偵查佐，針
對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新興毒品介紹及新世代反毒策略等宣導，藉此提高
學生反毒意識，概計 2000 人參加。
(二)107 年 5 月 16 日與本校大悲法藏佛學社辦理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暨浴佛節
活動，佈置反毒文宣及反毒文宣品的發放，概計 200 人參加。
(三)107 年 5 月 19 日利用敏惠醫護專科管理學校參訪本校時機，與大悲法藏佛學社就
本校運用各項時機實施反毒宣導及辦理拒毒萌芽活動的方式向參訪學生介紹，
現場實施反毒常識有獎問答活動，宣導學生概計 100 人。
(四)本校於 107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20 日 107 年教育優先區暑假營隊活動訪視時機，
至各活動學校向參與活動國小學童加強宣導反毒拒毒的重要性。
(五)107 年 8 月 20 至 21 日於本校小禮堂舉行反毒團康活動，結合反毒相關意識，期
以寓教於樂之方式加深學生反毒意識，參加活動學生概計 1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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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用新生入學指導時機，將本校防制校園藥物濫用及新世代反毒策略等宣導事項，
印製於新生入學活動手冊中，期加強本校新生校園反毒印象。
(七) 107 年 9 月 10 至 14 日於全民國防課程及友善校園宣導中加入防制校園藥物濫用、
新世代反毒策略及深化紫錐花運動宣導，宣導學生概計 700 人。
(八)107 年 11 月 1 日與體育室、健康及諮商中心，共同舉辦興健康滿分反毒拒毒拒菸
防愛滋健康校園宣導活動，恭請校長及學務長帶頭簽名支持本次運動，教官室
同仁全力配合活動及各式宣導品發放，參與師生約 1500 人。
五、法治暨品德教育：
(一)持續建置法治暨品德教育資訊網，提供相關資訊供本校師生參考，期內合計共 14
件。https://www.osa.nchu.edu.tw/osa/arm/morality.html。
(二)107 年 11 月 19 日辦理法治暨品德教育「保護智慧財產權法令宣導」活動。
(三)107 年 11 月 29 日辦理法治暨品德教育「2018 冬季大學人權國際交流」活動。
◎生活輔導組
一、就學貸款：107 年 4 月至 10 月就學貸款學生就學狀況異動共計 560 人次。107 學年
度第 1 學期就貸案件申請計有 1,620 人，申貸金額為 51,576,587 元整。
二、生活助學金：107 年 4 月至 10 月核給 2,284 人次，發出助學金 13,704,000 元。
三、學生急難慰助：本校共 29 名同學申請，總計發放急難慰助金總額 590,000 元。教育
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計有 7 名同學提出申請，6 名同學通過審查，共獲急難慰
問金 120,000 元。
三、校內獎助學金與助學功德金：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獎 59 人次，發出獎助學金
1,920,000 元。
四、校外及政府單位獎助學金：辦理校外及政府單位 215 項獎助學金公告及申請作業，
計有 107 位同學共獲獎助學金總額約 2,340,000 元。
五、學生學術論文獎勵：共 92 篇論文通過審查，核發獎勵金總額約計 2,350,000 元。
六、學生團體保險：107 年 5 月至 11 月理賠申請案計 272 件，核賠金額共計 264 萬元。
七、教育部 107 年獎助生團體保險補助款共約 59 萬元，107 年 5 月至 11 月投保人數共 4,110
人，投保保費計 28 萬元。
八、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兼任行政助理：107 年 5 月至 10 月共聘任 309 人，經費支出共
200 萬元。
九、研究生獎學金：107 年 5 月至 10 月份計 2,226 人次支領，共 12,906,599 元。
十、績優學生獎勵：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 389 名獲獎，獎勵金共 1,172,000 元。
十一、學生獎懲：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 4,118 人次獲記大功、小功及嘉獎，並據以
加減統計學生操行成績。
十二、就學優待：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計 689 人通過申請，減免金額共
11,458,495 元。106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計 312 人通過申請，金額共
4,318,500 元。受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案共 727 件，107 學年度弱
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案共 360 件。
十三、辦理 107 年新生入學系列活動：
(一)校級新生家長說明會：特於 9/1 辦理本校首次校級新生家長說明會，由校長與學
務長與會，說明各項校務重點及辦學理念，並與新生家長直接進行溝通交流，
活動約計 400 人參加，現場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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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家長校園導覽：為協助學生家長了解校園環境及特色，於 9/1 辦理新生家長
校園導覽，計約 120 位家長參與。
(三)新生入學指導營隊活動：於 9 月 3 至 5 日辦理，特活動導入學生團隊及創意規劃，
活動內容豐富多元，約計有新生 1904 人參加。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社團服務學習：
(一)107 年 6 月 8 日及 6 月 11 日辦理兩場次社團服務學習 TA 知能工作坊，主題包含：
服務學習課程設計規劃、團隊領導、同理心訓練等，對象為本學期 23 門社團服
務學習之新舊教學助理及社團幹部，藉此提升教學助理知能及交流機會。
(二) 107 年 9 月 11 日舉辦社團服務學習課程新任教學助理第一次會議，指導教學助
理應注意事項，共計有 25 個課程 29 位教學助理參與。
(三) 107 年 9 月 13 日於小禮堂舉辦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服務學習課程說明會，
讓本校同學了解服務學習課程及志願服務之理念，及各開課社團課程內容。活
動共有 25 個開課社團共同協辦，參與同學包括大一新鮮人及在校生約近 300
人。
(四) 107 年 10 月 15 日舉辦 107-1 學期社團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助理第二次會議，除指
導教學助理經費申請相關注意事項及繳交活動行事曆，並討論期末成果發表及
107-2 課程說明會相關事宜，共計有 24 個課程 27 位教學助理參與，事假 1 名。
二、自治性組織及社團輔導業務：
(一)107 年 7 月 4-6 日舉辦第 46 屆惠蓀幹部訓練，內容包括團隊衝突、活動策畫、公
關行銷、主持/演講、領導/行政/人資等各項主題講師經驗分享，在惠蓀幹訓的
課程上開創出新的內容。本次訓練近 100 名社團幹部成員，成效良好。
(二)由學生會主辦的新生盃球類競賽自 107 年 10 月 15 日起陸續比賽中，本次比賽有
籃球、排球、足球、羽球、桌球及壘球等多項比賽，相關活動訊息可至學生會
臉書查詢。
(三)107 年暑假社會服務隊共計有 8 隊，於 107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9 日出隊至高雄市
桃源區樟山國小、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小、屏東縣崁頂鄉崁頂國小、屏東縣萬
巒鄉五溝國小、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小、台北金山青年活動中心等。
三、大型活動：
(一) 2018 正興城灣盃 5 月 19 日及 5 月 20 日於本校舉辦，共計有 18 項正式比賽項目、
1 項學生辯論表演賽、師生友誼賽於康堤舉辦龍舟拔河以及周邊活動包含攀岩體
驗、泡泡足球、射箭生存、九號獨輪車、及虛擬實境體驗等，來自臺灣綜合大
學系統四個學校 1200 多位教職員生參與，今年本校獲得教職員網球、教職員桌
球、桌球、男子排球、足球、游泳、田徑接力、圍棋 8 項冠軍，並獲得精神總
錦標，活動圓滿順利完成。
(二)7 月 7 日管樂社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演藝廳」舉辦 2018 年度公演，有別於以往，
首次挑戰售票公演，高朋滿座，活動圓滿成功。7 月 1 日弦樂社假中興堂舉辦「弦
琴益稚」慈善音樂會，活動圓滿順利滿座，亦為社會貢獻心力。
(三)社團活動為新生進入大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門課，於 9 月 3 日課指組與學生會辦
理 2018 全校社團博覽會「部落之力－五限祝福」
，現場共計有 85 個社團參與活
動，現場除了可了解各社團，還有社團表演活動，讓新生了解各社團運作情形，
進而能找到適合自己興趣的社團。參與人次超過 2000 人，活動圓滿成功。
(四)2018 武術聯展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舉行，由劍道社、太極拳社、空手道社、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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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跆拳道社、梅花拳社、拳擊散打社等 7 社聯合展出，透過表演的形式為校
內師生介紹各式武術的特性及應用。
四、五至十一月社團活動統計表如下，總數達 1109 次。
活動項目

營隊 學術 康樂

五至十一月總數 349

149

346

幹訓

競賽

服務

集會

總數

15

44

26

180

1109

◎僑生輔導室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補助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微積分班有 28 名、物理班
有 6 名、英文班有 20 名、化學班有 11 名與中文班有 12 名，共計輔導 77 名僑生。
二、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扣除本學期休學、退學、畢業者，107 學
年第 1 學期在學港澳生 165 名，非港澳僑生 273 名，共計 438 名。
三、勞動部僑生工作許可申辦系統：107 年 5 月 1 日至 107 年 11 月 13 日共計審核 177
筆。
四、107 年 5-9 月僑生國泰保代收代付 43,500 元，僑生健保代收代付 1,003,998 元，僑
生僑保代收代付 19,075 元。
五、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僑生各類獎助學金目前申請人數共計 207 名。
六、107 年 10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中央有關機關聯合訪視僑生活動，本校共計 13 位師生
參加。
七、深根計畫--僑生職涯課程
課程內容

已上課課程日期

手工香皂製作

9/21、10/5、10/19、11/16 12/7

48 位

職涯定錨講座

65 位

乾燥花小花束

9/27
10/3、11/7

如何活用 PPT 製作

10/1、10/8、10/15

僑生申請研究所面面觀

10/16

護膚小品 DIY

11/10

12 位

僑生體適能活動

11/29
11/13、11/20 (A 班)
11/14、11/21(B 班)

30 位

威力導演影音製作(初階)

預計上課課程日期

上課人次

41 位

12/5

24 位
13 位

12/4、12/11

12/4 AB 班成果發表 33 位

八、教育部僑生輔導實施計畫
活動內容

已辦理活動日期

僑生幹部研習營

9/29

35 位

接待師長

10/26

165 位

接待校友

11/3

30 位

保齡球大賽

11/9
11/24、11/25

52 位

國建之旅

預計辦理活動日期

76 位

服務學習

12/8

冬至湯圓大會

12/21

聖誕晚會

12/23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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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輔導組
一、宿舍修繕與維護：
(一)樸軒華軒門鎖更換工程：於 7 月 19 日開工，9 月 6 日驗收完畢。
(二)誠軒 Wifi 建置工程：於 8 月 17 日驗收完畢。
(三)智齋整修工程：7 月 1 日開工， 8 月 25 日完工，10 月 5 日驗收完畢。
(四)禮齋地下室整修工程：1 月 22 日開工，4 月 3 日完工，5 月 3 日驗收完畢。
(五)樸軒屋頂防漏工程：於 9 月 28 日與總務處開協調會，討論更改施工方式，會議決
議改為鐵皮施作並請廠商重新估價。
(六)誠軒監視系統擴建工程於 10 月 3 日開標，由勁翔科技有限公司得標， 10 月 29 日
開工，工期 60 天。
(七)為維護住宿環境品質，男宿於 8 月 2 日清洗水塔；女宿於 8 月 7 日清洗水塔。
(八)男宿於 7 月 15 日進行樹木病蟲害防治工程；7 月 31 日至 8 月 10 日進行樹木修剪
工程。
(九)男女宿於 8 月 31 日進行防治登革熱水溝投藥作業及於 9 月 2、3 日進行環境消毒。
9 月 7 日環保局前來男女宿舍進行登革熱防治環境消毒作業。
二、107 年 6 月至 107 年 11 月宿舍全人系列活動舉辦活動有：
(一)中興講堂：1.男宿於 10 月 24 日晚上 7:00-9:00 營養師講座「減肥密碼讓您知?」，
共計 60 人參與。2.女宿於 9 月 26 日舉辦服裝穿搭講座，計有 10 人參加。3.女宿
於 10 月 3 日舉辦街頭藝人講座，計有 20 人參加。
(二)We are family：1.女宿於 6 月 12 日舉辦國際姐妹活動-Farewell party，計有 18 人參
加。2.國際姐妹活動：9 月 13 日 Welcome party 計有 66 人參加。3.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10 月 09 日、10 月 16 日 男宿辦理電影節活動，共計 107 人次參與。4.
男宿為提倡健康生活，於 10 月 11 日辦理宿舍夜跑活動(1)；10 月 17 日宿舍夜跑活
動(2)，共計 48 人次參與。5.男宿於 11 月 1 日期中歐趴快閃活動，共計 150 人參與。
6.男宿於 11 月 14 日辦理國際交流活動，共計 30 人參與。7.男宿於 11 月 15 日辦理
手遊傳說活動，共計 20 人參與。
(三)工作坊：1.女宿於 6 月 6 日舉辦影片剪輯-1 教學，計有 9 人參加。2.女宿於 6 月 13
日舉辦影片剪輯-2 教學，計有 14 人參加。3.女宿於 10 月 17 日舉辦串珠手環課程，
計有 20 人參加。4.女宿於 10 月 24 日舉辦論文格式講座，計有 19 人參加。5.女宿
於 10 月 31 日舉辦彩妝講座，計有 42 人參加。6.女宿於 11 月 21 及 28 日舉辦編織
課程，計有 45 人參加。7. 女宿於 11 月 20 日起舉辦 6 堂美體課程，每堂計有 20
人參加。
(四)語文學苑：1.男宿於 10 月 16 日-12 月 18 日每週二晚上 7:00-8:00 辦理英文學苑-教
你開口說英文課程，共計 8 週，計有 20 人參加。2.女宿於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6 日
每週五晚上 7：30-9：00 舉辦西班牙文學苑，計有 20 人報名參加。
三、男女生宿舍於 8 月 31 日、9 月 1 日辦理大一新生進住，女宿計有 684 人進住；男宿
計有 932 人進住。9 月 1 日晚上於男女生宿舍進行新生說明會。
四、男女宿分別於 8 月 27 日、8 月 28 日辦理幹部消防訓練；並於 9 月 4 日進行新生逃
生演練。
五、男宿於 10 月 5 日辦理興大禮齋多功能休閒區啟用暨智齋入厝活動，計有 200 人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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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男女宿於 11 月 1 日舉辦清潔暨電器安全檢查競賽。
◎生涯發展中心
一、職涯及職能加值活動：
（一）利用本中心開發設計之「我的中興時代系統」辦理 107 學年度新生生涯規劃講
座，於 9 月 6 日、7 日共實施 6 場次，抽獎活動則於 9 月 17 日本中心網頁公布
中獎名單。
（二）興學塾企業導師：11 月 15 日辦理啟動儀式，有自由時報、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大成報、HiNet 生活誌、蕃薯藤等媒體報導。本年度企業導師除矽品、永豐、永
信持續辦理外，新增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加入計畫。
（三）申請並執行外部計畫補助經費，共辦理活動 103 場，參與人次 520 人次。
經費
補助單位
中彰投分署
台中市就業
服務處
教育部
小計

一對一職涯
諮詢
場次
人數
90
90
90

90

PODA 職場潛力
檢測
場次
人數
3
178
3

178

企業參訪
場次
4

人數
140

1
5

33
173

CPAS 職業適性
診斷及諮詢
場次
人數
1
37
1

37

深度職涯成長
工作坊
場次
人數
4
42
4

42

（四）企業徵才說明會：10 月份辦理大立光電、統一超商、工研院企業說明會。
（五）經濟部 iPAS 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推廣：共有 221 位學生報名此項經濟部發證、教
育部認可、產業界支持之鑑定考試，並向考試主辦單位爭取於本校設置食品品
保、電路板及塑膠材料工程師鑑定考試專屬考場，方便學生就近應考。
（六）留遊學講座：11-12 月與圖書館合辦 4 場留遊學資訊講座，包含留學美國獎助學
金及相關資源、TOEFL 考點攻略、海外交換心得分享等內容。
（七）就業職能講座：辦理 10/3 E 世代文書處理、10/8 我的魅力動簡報、10/9 走出不
一樣的路，改變看世界的角度、10/17 也許比特幣跟你想的不一樣、10/26 從土
木工程師到銀行法人金融儲備幹部之職涯急轉彎/一位斜槓青年的自白等講座，
共 399 人次參加。
（八）實習成果發表會：10 月 11 日與磐石中心合辦實習成果發表會，由今年暑假參
與實習的 12 位實習達人向在校約 200 位學生分享實習心得。
（九）求職及實習訊息公告：107 年 6 月至 11 月於生發中心網頁共發佈 297 則求職職
缺及實習訊息。
二、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9 月 19 日辦理 107 年原住民族學生聯繫會議暨迎新，師生參與人數約 40 人，
會議中宣達高教深耕獎勵金相關校內外資源，並由原漾社說明社團成果及未來
目標。
（二）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合作於 10 月 4 日辦理「107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原民文化及
學生輔導知能增能活動暨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
（三）10 月 18 日辦理「咱攏佇遮-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從認識自己開始」
，邀請總統府原
轉會和解小組杜宜蓁小姐分享原轉會推動事務及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約 36 人參
與。
（四）原民就業力系列講座，自 10 月 23 日至 12 月 13 日間每週二晚間辦理，共 8 場
次，邀請原住民講師為原民學生及弱勢學生培力。
（五）電腦專業職能提升：辦理「3 天!!教會您使用 Figma 向量繪圖與設計網頁」系列
活動，計 30 人參與。
（六）部落參訪活動：12 月 10 日安排原鄉部落人文關懷與參訪並結合產業發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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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技藝課程，讓參與者能了解原鄉傳統文化，同時對原民文化保存及不同文
化的接納、尊重有更深的體會
三、畢業生流向調查：為掌握本校畢業生流向發展，及其投入職場情形，並配合教育部
的政策，積極追蹤畢業滿 1 年、3 年及 5 年畢業生回饋意見與流向發展情形，
並引導學校善用追蹤資訊進行課程教學改進，提升教學品質及畢業生就業競爭力。
為提高今年填答率，鼓勵畢業生踴躍填寫流向問卷及更新通訊方式，辦理「填問
卷送禮物卡、抽大獎」等活動，今年畢業滿 1 年回收率為 73.3%，畢業滿 3 年回收
率為 66.5%，畢業滿 5 年回收率為 59%，總回收率約為 66%。
四、專案業務：
（一）爽文國中英語營：本校與爽文國中 Super 教師+ Power 教師+師鐸獎王政忠老師】
已第 4 年合作，共同辦理 2018 English Summer Camp 英語志工營，辦理期間為
8 月 6 日至 24 日，讓本校學生可以學習付出與成長，也將世界帶進偏鄉改變孩
子們的一生。
（二）國際志工：2018 年暑期持續在尼泊爾進行服務，為期 2 周，參與服務師生共計
15 位。10 月 22-26 日辦理靜態展，11 月 21 日辦理分享暨招募說明會。
（三）花博志工：9 月 13 日辦理花博志工分區小組長會議，另設計中興大學花博志工
小隊專屬小徽章(用”興”Listen)。10 月 3 日辦理花博志工行前說明會，邀請導覽
志工中心統籌鄭金安先生來校說明；10 月 14 日及 21 日辦理花博園區走訪-導覽
學習課程，共約 35 人參與。
五、高教深耕弱勢學生獎勵金：截止至 11 月 19 日，專業證照報名費補助暨取得獎勵金
共 16 人次申請；實習獎勵金共 21 人次申請，就業職能活動學習輔導獎勵金 530
人次申請，共發出獎勵金 3,120,918 元整
◎健康及諮商中心
一、健康促進：
(一)107/05~107/11 服務人數統計 6133 人次(健康諮詢/指導/外傷處理/急診轉診等)。
(二)校園學生急症緊急處理：車禍嚴重外傷處理及轉診就醫、外傷嚴重皮瓣撕裂傷、
運動傷害，骨折處理、動物或昆蟲咬傷、生理痛、發燒血壓飆升轉診…等。
(三)健檢結果解釋、疑似異常個案協助就醫。
(四)CPR+AED 急救教育及訓練、菸毒愛滋防治，健康促進活動參加人次 593 人次、
健康有獎徵答 313 人次，免費簡易健康檢查，血糖、骨質密度檢查及癌症篩檢
由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醫療團隊蒞臨服務受檢參加人次 320 人次。
(五)愛滋防治宣導含匿篩 2 場及免疫疾病講座參加人次 136 人次。
(六)新生入學指導辦理新生健康檢查由台中醫院合作醫院得標承辦，共 2698 人參加
並將檢查結果分別送達學生。
(七)登革熱疫情防治共舉辦 4 次緊急會議、2 場教育訓練，動員全校一、二級單位共
同參與，全校全面噴灑藥物消毒二次。
二、餐廳衛生管理：
(一)執行餐廳餐具澱粉及脂肪殘留檢驗。
(二)督促餐廳執行餐飲衛生規範。
(三)辦理食品抽驗更換委外檢驗單位相關事宜。
(四)督促餐廳執行餐飲衛生規範。
(五)召開學生膳食委員會會議 (6 月 8 日、9 月 14 日)。
107.12.14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27-

(六)辦理餐廳食品及從業人員微生物檢驗(7 月 17 日、10 月 4 日)。
(七)製作從業人員手部衛生 ppt 給廠商參閱。
(八)7 月 5 日召開 106 學年第二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
(九)執行餐廳油脂酸價檢測(十)11 月 19 日大專校院餐飲輔導訪視。
三、興健康講堂：
106-2、107-1 辦理興健康講堂，共計 18 場，包含營養保健、資源教室、諮商輔導
三大面向講座。藉由講堂活動帶動健康樂活校園風氣。
四、諮商輔導：
(一)107/05-107/11 月份諮商人次 1456 人次；諮詢人次：268 人次。
(二)辦理導師加入輔導工作系列活動-班級輔導，自 5 月 22 日起至 10 月 29 日共辦理
10 場次，共 353 人。
(三)辦理導師加入輔導工作系列活動-密室逃脫：自 5 月 22 日起至 8 月 10 日共辦理 4
場密室逃脫活動，因參與師生踴躍並獲得廣大迴響，又再加場辦理 9 月 5 日，
參與人數共計 222 人。
(四)辦理導師加入輔導工作系列活動-定向運動，6 月 29 日於本校校園進行定向運動，
共計 95 位師生參與。
(五)召開 106-2、107-1 學生輔導轉銜評估會議。
(六) 8 月 14、15 日辦理客體關係督導模式之個案研討會，邀請許宗蔚醫師為中心專
兼任心理師、輔導老師進行專業性督導。
(七)8 月 16 日辦理直覺式和諧粉彩體驗工作坊，邀請蔡慧蘭老師擔任講師。
(八)高教深耕計畫於 107 年 9 月 6 日辦理「師生聯盟.破繭而出-密室逃脫」活動。
(九)9 月 13 日林育如心理師主講「如何面對情感問題~校園常見性平事件講座」，對
象由生科所長帶領之碩博士生約 50 名。
(九)高教深耕計畫於 9 月 20 日辦理導師知能研習：花精紓壓工作坊(文學院場)。
(十)10 月 4 日辦理教育部特色計畫「親密關係事務所~大學生如何面對情感議題」專
業研習講座，共有 33 位師生參與。
(十一)高教深耕計畫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起辦理實習生團體「生涯規劃停．看．聽團
體」活動，每周辦理三場，共八周，10 月共計 32 人次參與。
五、性平推廣：
(一)5 月 1 日於化材館視聽教室辦理「是浪漫還是控制？親密關係經營講座」。
(二)6 月 12 日於惠蓀堂 4 樓健諮中心團諮室辦理「《媽媽要我愛男人》多元性別電影
賞析」。
(三）編製杯套性平宣導品。
(四)9 月 5 日新生入學指導性平宣導。
(五)辦理「校園性騷擾性侵害防治問卷有獎徵答」。
(六)10 月 1 日辦理《搶救愛情 40 天》電影賞析座談-談親密關係的經營。
(七)10 月 22 日辦理《我就要你好好的》電影賞析座談-談親密關係的經營。
(八)11 月 19 日辦理「性別互動的界線-校園性騷擾防治講座」。
六、資源教室：
(一)5 月 17 日辦理特殊育推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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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 月 23 日辦理「興健康講座-認識視覺障礙與導盲犬介紹與體驗」。
(三)5 月 24 日辦理「興健康講座-如何與視障者相處&視障按摩體驗」。
(四)5 月 31 日辦理「職涯講座-畢業學長姐職場經驗分享」及「畢業生轉銜講座暨會
議」。
(五)6 月 6 日辦理期末暨慶生活動，共有 20 人參加。
(六)6 月 19 日辦理「團體督導-自閉症學生輔導與親師合作」，共有 8 人參加。
(七)8 月 6 日~8 月 10 日與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合作「大專校院自閉症學生入學準備營」，
共有 7 人參加。
(八)8 月 14 日台中教育大學至本校進行特教輔導訪視。
(九)9 月 1 日辦理心窩新生與家長迎新茶會，共有 32 人參加。
(十)9 月 19 日辦理資源教室期初聚會暨慶生活動。
(十一)10 月 24 日辦理資源教室職涯探索活動「PODA 職場潛力測驗」。
(十二)11 月 19 日辦理校外活動行前訓練「健康踩踏悠遊山水」。
(十三)11 月 19 日辦理「興健康講堂-馬賽克的世界」講座。
(十四)11 月 26 日辦理「芳香舒壓 FUN 鬆趣」。。
七、導師業務：
(一)106-2 舉辦各院聯合導師會議、召開 106-2、107-1 學生輔導委員會。
(二)6 月 27 日辦理辦理全校危機演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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