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 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B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暨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99 年 06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圖書館六樓 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張雅玲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
一、感謝蘇副校長及各位同仁參加本次的學生事務會議。
二、本次會議各組工作報告繁多，另有一項提案討論。請各組擇要進行工作
報告。
陸、工作報告：
一、詳如會議資料中各組工作報告資料。
二、課外活動指導組張主任明添補充報告：
(一) 中興、成功及中山大學三校聯合之第五屆興城灣盃已於今(99)年 4
月 24、25 日辦理完畢，活動圓滿完成。
(二) 本屆暑期服務隊共計有 18 隊，因服務隊數增加，組內業務費稍不
足，請學務處給予補助。
(三) 學務處組織調整後，服務學習業務由課指組調整至生涯發展中心。
(四) 服務學習之現況及問題：
1. 服務學習推動小組原為前黃副校長寬重負責，現由學務長負責推
動。
2. 因服務學習在社團部分由課指組負責推動，其他則與通識中心與教
務處有業務相關，往後這三個單位是否能共同向學校請求經費上補
助，以利於推動業務。
3. 服務學習目前在社團開課部分可參閱會議資料。課程稍顯不足的地
方為專業部分，各院系及通識中心專業課程推動仍有待加強。
三、生涯發展中心何主任素鵬補充報告：
(一) 生涯發展中心原為勞作助學輔導室。在業務方面：生活學習跟教育
學習部分因配合就業職前教育，所以此項業務會留在生涯發展中
心。
(二) 勞作教育亦視為職前教育的一部分，故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同為生
涯發展中心之業務。
(三) 勞作教育業務推動目前面臨之困境：在徵詢老師擔任勞作教育導師
之意願時遭遇困難，請各院協助本中心此業務推動。

(四) 就學貸款、減免、獎學金、急難救助及助學工讀金等業務移至生輔
組，目前網頁資料已更新中，請各院代表能將訊息帶回各院，以協
助學生辦理相關事項。
(五) 生涯發展中心屬就職輔導，目前校內進行此業務為諮商中心葉專員
負責，所以會將諮商中心資料先移至生涯發展中心，再進行調整。
(六) 就業輔導業務主要有三大區塊：職涯探索、職前訓練及學生職涯歷
程檔案。
(七) 職涯探索部分須與諮商中心相互配合；職前訓練部分與教務處及各
院系所的寒暑假實習相關，請各院代表能協助本中心處理相關業
務；學生職涯歷程檔案的建置需要經費與人力上的支援，盼蘇副校
長能在一級主管會議時給予支持。
(八) 目前諮商中心與企業合辦之就職博覽會、講座、求職機會公告等業
務，會移交至生涯發展中心。
四、諮商中心謝副學務長禮丞補充報告：
(一) 性別平等行政業務移轉由學務處陳靜欣負責，但在推廣活動與教育
訓練部分則由諮商中心負責。
(二) 生涯及就業輔導業務移轉至生涯發展中心，但有關生涯施測規劃、
與學生晤談部分，則由專業心理師負責。
(三) 身心障礙業務部分，若各院有需求請向諮商中心提出。除了七月份
的新生轉銜會議，九月份會再辦理全校身心障礙學生資源說明會。
柒、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 配合本組於 99 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變更，嗣將部
分條文修正。
二、 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定實施。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
二、 修訂後條文如下列之「修訂條文」欄所列。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生活及住宿輔導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第二條：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於學務處公告時間內 凡本校學生，均可於學務處公告時間內
申請住校。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二年級 申請住校。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二年級

以上學生、碩博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依
住宿輔導組公告之日期，線上申請電腦
床位抽籤。 碩博士班新生於新生報到
時，依現場公告，申請辦理人工床位抽
籤。大學部延畢生及轉學生依規定至宿
舍服務中心申請人工床位候補。

以上學生及碩士班研究生依住宿輔導
組公告，採線上申請電腦床位抽籤。博
士班、大學部延畢生須至線上申請電腦
床位候補。

第五條：
男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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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男女生宿舍各成立自治委員會，推行宿
舍自治事宜，並接受學生事務處住宿輔
導組之輔導。

第六條：

第六條：
男女學生宿舍各成立住宿生代表會，接 各樓設樓長，接受村幹事督導，維持該
受住宿輔導組之輔導，建議學校宿舍生 樓秩序與安全，維護該樓設備之完整，
活相關事宜，協助辦理宿舍活動及協助 並督導內務之整理與清潔工作之檢查。
考核宿舍服務委員會。住宿生代表委員
名額、產生及相關辦法由學務處住宿輔
導組另訂之。
第九條：
每學期經核准住校學生，需繳納寢室清
潔保證金 一百元至二百元 及財產保證
金五百元，並預繳規定之電費，由宿舍
服務委員會專責保管。於學年結束後，
住校生應將寢室打掃乾淨，經住宿輔導
組檢查通過後，無息發還保證金，預繳
之電費於每學期末或退宿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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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繳納寢室清
潔保證金三百元及及財產保證金五百
元，由自治委員會專案保管。於學年結
束後，住校生應將寢室打掃乾淨，經樓
長、村幹事、住宿輔導組檢查通過後，
無息發還保證金。未清掃或檢查未通過
之寢室，將沒收保證金，委由清潔公司
打掃；寢室內如有物品遺失或損壞，依
公有財產物品保管辦法處置。

第十條：
每學期住校學生，除原住校之僑生、外
國學生及隻身在台者外，均須於學期考
試終了後，依據男生宿舍與女生宿舍生
活公約所定之期限三日內遷出宿舍，並

第十條：
每學期住校學生，除原住校之僑生、外
國學生及隻身在台者外，均須於學期考
試終了後，依據男生宿舍與女生宿舍生
活公約所定之期限三日內遷出宿舍，並

不得留置任何物品。寒暑假期間因實
習、實驗、暑修或其他公務仍需留校住
宿者，經申請核准，並繳納宿費、電費、
財產保證金及清潔費，方得集中住宿。
暑假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宿費及電費
各二分之一；寒假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
宿費及電費各四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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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日一百元。
另寒、暑假住宿生清潔費， 每人一百
元。財產保證金部分為比照學期全額收
取。

不得留置任何物品。寒暑假期間因實
習、實驗、暑修或其他公務仍需留校住
宿者，經申請核准，並繳納宿費、電費、
財產保證金及清潔費，方得集中住宿。
暑假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宿費及電費
各二分之一；寒假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
宿費及電費各四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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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日一百元。
另寒、暑假住宿生清潔費，視實際支出
予以收費。財產保證金部分為比照學期
全額收取。

第十一條：
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所、社團須住宿
舍者，除於學期期末考前向住宿輔導組
辦理申請外，並應繳納宿費每人每日兩
百元，清潔費每間寢室於退宿時另收四
百元。校外單位住宿每人每日收費三百
元，清潔費每間寢室於退宿時另收五百
元。

第十一條：
寒暑假各行政單位、系所、社團須住宿
舍者，除於學期期末考前向住宿輔導組
辦理申請外，並應繳納宿費、清潔費，
其標準為每人每日一百元，校外單位住
宿每人每日收費兩百元。

第十三條：
已辦理完成住宿手續後，因故退宿者，
須於繳費期前申請註銷，並更換繳費
單。繳費後至 開學日起一週內 辦理退
宿，退還宿費百分之七十；開學日一週
後至期中考週結束前退宿者，退還宿費
百 分 之 五 十 ；期中考週結束後申請退
宿者，所 收 取 之 宿 費 ， 全 數 不 予 退
還。（均依學校公布之當學年度行事曆
為準則）

第十三條：
已辦理完成住宿手續後，因故退宿者，
須於繳費期前申請註銷，並更換繳費
單。繳費後至開學前辦理退宿，退還宿
費百分之七十；開學後至期中考前退宿
者，退還宿費百分之五十；期中考後
申請退宿者，所收取之宿費，全數不
予退還。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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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住宿學生須遵守左列各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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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進住學生宿舍，應詳細閱讀並遵守各宿
舍之生活公約。
（生活公約細則另訂之）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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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宿舍每學期應由總務處相關單位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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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臨時動議
提 案 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建請文學院考量公共空間安全，將中庭原遭移除之防護網重新設
置。
說
明：
一、 99 年 6 月 10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務處針對
本校於 99 年 4 月 30 日協助辦理「99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
大專校院甄試」，發生考生欲自綜合大樓跳樓事件，幸經試務服
務同學機警攔阻未釀傷亡事件，提案建議獎勵相關同學。
二、 99 年 1 月 10 日亞洲大學一名學生，疑似課業壓力過大，進入本
校綜合大樓跨越 13 樓欄杆欲跳樓，最後雖經本校心理師、教官
及消防隊攔阻未發生意外，卻嚇壞了該大樓上課學生，也引起校
園對多年前綜合大樓發生類案的討論。
三、 98 學年度諮商中心輔導個案顯示仍有少數同學因課業、情感等
因素有輕生念頭，每當有類案發生時情緒就有明顯變化。
四、 多年前綜合大樓因連續多起跳樓事件遭媒體報導後影響校譽及
學生情緒，後經多方考量於大樓中庭裝設防護網，迄去年防護網
拆除前確無類案發生，鑒於今年以來已發生兩起跳樓未遂事件，
建請文學院考量公共空間安全，將中庭原遭移除之防護網重新設
置。
決
議：照案通過並以學生事務會議記錄發送方式建請文學院參酌辦理。
玖、散會：中午 12 時 20 分

2-6-1 處務會報紀錄 A

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 98 年 4 月份處務會報紀錄
一、時間：98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 12 時
二、地點：學務處
三、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黃淑敏

四、出席人員：各單位主管等
五、工作報告：
（略）
六、會商共識：
（一）有關學生活動中心 4 樓拆除整修案，建請總務處、秘書室
及建築師加強與市政府協商，能不拆儘量不拆。
（二）有關學生宿舍財產盤點，請生輔組與住輔組限期完成實物
盤點交接。
（三）所發「台灣綜合大學-教學合作預計討論內容」請各單位於
ㄧ週內（4 月 23 日前）將相關業務與擬辦活動 E-mail 學務
處彙整。
（四）清寒僑生申請住宿儘量比照國際生辦理，簽請酌予優先保
留床位。
（五）有關學生獎懲通知，建議參考教務處成績單寄交方式。
（六）中校教官嚴士朋報考研究所案，擬予同意。
（七）本年度文康活動定於 7 月 9 日由生輔組辦理「慈湖之旅：
慈湖-後慈湖-石門-鶯歌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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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 98 年 6 月份擴大處務會報紀錄
一、時間：98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至 13 時
二、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201 室
三、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黃淑敏

四、出席人員：各單位主管及同仁
五、工作報告：
（略）
六、會商共識：
（一）勞輔室李主任衛民即將於 8 月 1 日榮任獸醫教學醫院院長，
遺缺正覓合適人選。
（二）興大路公地案仍由本校認養，近日內簽訂合約。
（三）生輔組陳靜欣日前分娩，其業務回歸由諮商中心代理。
（四）有關學生活動中心 4 樓補強整修案，請課指組、生輔組留
意工程進度及餐廳營業事宜。
（五）請課指組加強學生會輔導。
（六）住輔組提供興大版的住宿合約，學生於校外租屋與房東簽
約時可參考運用。
（七）住輔組宿舍幹部訓練與課指組社團幹部訓練，爾後研擬合
辦可行性。
（八）本年度文康活動因故改於 7 月 10 日「合歡山松雪樓之旅」，
預計 2 輛遊覽車，刻正積極籌辦中。
（九）會報結束後，學務長及李主任頒發感謝牌及紀念品給即將於
7 月 14 日榮退的趙專員金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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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 98 年 9 月份處務會報紀錄
一、時 間：9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 點：學務處
三、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黃淑敏

四、出席人員：各單位主管等
五、工作報告：
（略）
六、會商共識：
（一）10 月 23 日本校「全民國防教育暨校園安全」工作訪視，教
官室積極籌辦中。
（二）生輔組導生資料系統，研擬參考教務處學籍系統，避免讓
學生重覆登錄。
（三）交通服務隊由生輔組研擬規劃。
（四）有關學生活動中心請課指組加強整修規劃。
（五）學生發燒如經衛保組確認，可轉送興大 1 村（約 20 床）住
宿。
（六）針對物理系學生騎單車，經高突路面摔傷送醫事件，請衛
保組繼續協調總務處改善路面，也宣導改善 119 送醫機制。
（七）學生學術論文獎勵金，暫掛帳 5 年 500 億績效，爾後仍由
會計室編列預算。
（八）配合 90 週年校慶，僑輔室辦理國際文化週，經費約 10 萬元，
由校慶專款支應。
（九）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支給辦法乙案，請諮商中心研擬另提行
政會議。
（十）為應住宿生之生活需求，由住輔組協調總務處儘速原地招商。

2-6-1 處務會報紀錄 D

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 99 年 2 月份處務會報紀錄
一、時 間：99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二、地 點：學務處
三、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黃淑敏

四、出席人員：各單位主管等
五、工作報告：
（略）
六、會商共識：
（一）為避免處內大型活動撞期，請各單位登錄「內部行事曆」，
同時到學務處網頁登錄「行事曆」（密碼請聯絡學務處網管
賴炯宏先生）
。
（二）冉弘文教官擬於 99 年 7 月 7 日申請退伍。
（三）學生宿舍財產請生輔組及住輔組繼續清點整理。
（四）有關學生活動中心請課指組繼續加強整修規劃。
（五）有關綠色大學推動工作，請各組於 2 月 24 日前提供相關資
料。
（六）僑輔室訂擬於 3 月 27 日辦理「中區僑生春季聯誼活動」
，
屆時請同仁協助幫忙，共襄盛舉。
（七）請住輔組研擬延長宿舍自修教室開放時間。
（八）各組經費分配情形如附件 1。
（九）學務處業務組織調整如附件 2（E-mail 至本處各單位）。

附件 1
學務處各單位 99 年度經費分配表
代號

單位

C010

生活輔導組

C020

課外活動指
導組

C030

業務費

設備費

主

管

登錄人員

備註

850,000

40,000

李組長忠良

黃淑美

學保費另計

3,800,000

300,000

張組長明添

黃淑珠

跨年晚會及
服務學習另
計

衛生保健組

450,000

20,000

張組長淑良

潘鳳美

C040

生涯發展中
心

400,000

20,000

何主任素鵬

王馨屏

獎助學金工
讀金另計

C050

僑生輔導室

600,000

20,000

廖主任松淵

曾家盈

僑委會補助
另計

C060

諮商中心

600,000

40,000 謝副學務長禮丞

葉容真

導師費及性
平教育另計

C070

教官室

春暉案:150,000

40,000

范主任樹宗

吳俊賢

20,000

蔡主任蕙芳

簡幼娟

教官室:100,000
C080

住輔組

180,000

備註：請各單位主管及登錄人員確依表列額度，本權責核實撙節報支。

學生宿舍費
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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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 99 年 4 月份處務會報紀錄
一、時 間：9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二、地 點：學務處
三、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黃淑敏

四、出席人員：各單位主管等
五、工作報告：
（略）
六、會商共識：
（一）台灣綜合大學系統（T3）聯盟興城灣盃活動，於 4 月 24 日
至 25 日在本校舉行，成功大學及中山大學校長暨相關主管
到校及接待行程如附件 1（E-mail 至本處各單位）
。
（二）為落實 TA 研究生獎助學金，與教務處達成共識，加強組室
溝通以期順利下學期業務移轉教務處辦理。
（三）學務處業務組織調整如附件 2（E-mail 至本處各單位）。
1.請各組依業務調整後之內容，再次檢視並於月底前提出補
充說明意見，在下次會議討論並定案。
2.調整業務後之人員調動，將於 5 月份之處務會報中討論（目
前時間訂於 5 月 4 日上午 10 時）
，請各單位主管務必出席。

2-6-1 處務會報紀錄 F

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 99 年 5 月份處務會報紀錄
一、時 間：99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二、地 點：學務處
三、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黃淑敏
四、出席人員：各單位主管等
五、會商共識：
（一）學務處業務組織調整後之人員輪調如下：
1.教官室：除冉弘文教官支援課指組至 7 月底及嚴士朋教官
支援生涯發展中心至 7 月底外其於全數歸建。
2.生輔組：陳靜欣行政辦事員及性平業務調整至學務處。
許席華行政組員及兵役業務調整至教官室。
黃淑美輔導員調整至課指組。
林光志教官攜業務(交通服務、校園安全及品德教
育宣導等)歸建至教官室。
3.課指組：楊竣貴專員調整至住輔組。
謝孟娟行政辦事員調整至生輔組。
林宛宜行政辦事員及服務學習業務調整至生涯發
展中心。
4.保健組：暫不調整。
5.生涯發展中心：彭淑貞組員調整至生輔組。
6.僑輔室：暫不調整。
7.諮商中心：葉容眞專員調整至生輔組。
8.住輔組：簡幼娟組員調整至諮商中心。
以上調整業務後之人員輪調自即日起生效，並依序辦理業務交
接。因為業務屬性不盡相同，辦理交接應完整確實。進駐新工
作單位之確切時間由各組組長（主任）另行通知。
（二）1.住輔組經費移至學務處管理。
2.為維持住宿生交通安全，交通服務隊所需經費由住輔組經
費支應。
3.原勞輔室獎學金與助學金等相關業務移至生輔組辦理。
（三）請各單位參考中原大學學務處 E 化之資料(電子檔已於 5 月
4 日下午 E-mail 至各單位窗口聯絡人)，並於 5 月 12 日(週
三)前將各單位 E 化項目流程(序)送學務處彙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