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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醫事科技大學108學年度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8月27日（星期二）10時30分 

開會地點：光暉樓4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 如簽到單，應到：39人，實到：29人(含列席：5位) 

主    席 : 林學務長佩芬                       記錄 : 郭薇霖 

 

壹、 主席致詞： 

一、 頒發 108 學年度學生事務委員聘函，任期為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二、 針對今天的提案請委員協助檢視讓同學權益可以得到最

好的保障，讓學生校園生活更為順利完善。 

三、 感謝委員今天的出席給予支持，對於未來的學年裡面希望

委員能給予學務工作建議，讓學務工作能夠更精進。 

四、 學務處各單位計畫目前達成率(如簡報)。 

 

貳、 工作報告： 

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之法規目前執行情

形。(如附件 1，P.1) 

二、 課外活動指導組：(如附件 2，P.2) 

(一) 醫事教育體驗中心業務轉移至學務處課指組。 

(二) 學生社團學習認證說明(如附件 9，P.39)，校長建議領

導知能要加強，故修改領導知能服務學習證書之社團

學習列為必要項目。敬請各委員向 108 學年度起入學

之學生宣導須參加社團學習。將會讓社團指導老師及

社長使用創客系統點名或上傳課程資料，作為成績認

列的依據。相關訊息會在導師會議及新生入學輔導再

次宣導，若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詢問課指組。 

三、 生活輔導組：(如附件 2，P.4) 

(一) 有關學雜費減免：學生可至線上系統進行申請，針對

9 月 20 日才會到校之新生，請會展李主任提供名單，

可以先行聯繫學生上線申請。 

(二) 各項助學措施申請資訊，可上網查詢或至生輔組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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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三) 請協助宣導學生於期限內完成請假，避免造成曠課問

題。 

(四) 9 月 5 日開宿，宿舍輔導教官及宿舍幹部會協助新生

入住。 

(五) 9 月 6 日新生入學輔導。 

四、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如附件 2，P.7)  

(一) 9 月 6 日新生入學輔導會進行普測會針對高關懷學生

進行電話追蹤輔導。 

(二) 今年調整輔導轉介方式，將會在導師會議進行說明。 

(三) 108 學年度高教深耕惜珠陽光蛻變計畫將於 8 月 29

日 15:30 召開會議說明輔導項目及名額，若不克出席

請代理人出席。 

(四) 今年特教生人數增加，ISP 計劃及會議執行率必須為

100%。煩請各位委員共同與會。 

(五) 畢業生流向調查請各系協助進行調查 10 月 15 日，截

止會再請校務研究辦公室調整內容後再上傳教育部。 

五、 衛生保健組：(如附件 2，P.11) 

(一) 衛保組將搬至精準中心 1 樓。 

(二) 9 月 6 日新生入學輔導課程菸害、愛滋防治、

CPR+AED 訓練。 

(三) 9 月 18 日及 19 日若非當天上課的同學擇可依個人能

參與的時段至光禧大禮堂進行健康檢測。 

六、 領導知能服務學習中心：(如附件 2，P.13) 

(一) 領導知能服務學習證書新增社團學習為必選項目，

108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可在大學四年間擇 2 個學期完

成，完成即可認列及格。 

(二) 生活助學金請協助提醒學生 9 月 20 日申請截止。 

(三)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說明會請授課老師 10 月 30 日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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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案由：修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業務相關單位績優導師評分標

準」，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績優導師遴選實施辦法第四條，導師遴選成

績分為業務相關單位主管評分(佔70%)及導生互動評

量(佔30%)。 

二、 因應107學年度績優導師遴選委員會委員意見及考量

公平性，建議再檢視及修正評分標準，彙整各單位意

見後修正評分指標及標準。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3，P.16) 

一、 黃曉令委員及詹宏章委員建議將國際班輔導納入

項目。經各委員投票表決後針對國際班輔導另列新

項目(修正後新增C1協助輔導境外學生)。 

二、 國際班導師評分項目： 

黃曉令委員：針對導師對於班級實質的輔導及關心

的項目可否提高分數。國際班導師大多以協助轉

介、勸導就學、校外打工輔導項目居多。國際處可

提供相關佐證。 

三、 校外賃居人數比： 

李明松委員：因有些班級人數較少，建議校外賃居

是否可以百分比。生輔組孫教官：針對人數較多的

班級相對困難較高，針對委員所提建議，會後會再

研擬。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課指組 

案由：修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辦法」，提

請審議。 

說明：為使學生社辦分配及搬遷時間與學校行事曆配合，將原

訂時間每年一月底前完成分配及搬遷時間調整為「每學

年度第二學期規定時間內完成」，讓課指組在作業時程上

亦有彈性空間。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4，P.21) 

一、 傅祖勳總務長建議因出入安全考量，菊苑2樓不開

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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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課指組 

案由：新增「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辦公室申請及分配實

施細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使學生社團辦公室分配方式公平公正且明確，而

訂定本實施細則。 

二、 以每學年度第二學期進行搬遷之原因為輔導社團在

5月社長交接時可以一併交接完備。 

三、 目前共有65個社團。 

四、 若系學會無辦公室可以提出申請。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5，P.24) 

一、 依委員建議修正部分文字敘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課指組 

案由：新增「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活動場地管理辦法」，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為使學生活動場地借用順利及維護場地使用，訂定

本辦法。 

二、 學生活動/場地借用申請表，如附件7，P.29。 

三、 會簽單位會由課指組場地承辦人告知學生。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6，P.26) 

一、 條次修正。 

二、 楊敬禹委員：本校為無菸校園有關禁菸是否還需特

地敘述。嚴禁喝酒、賭博等相關法條，是否以「學

生獎懲辦法」為依據，以免規範有所遺漏。主席：

敬請總教官會後協助指導課指組。 

三、 傅祖勳總務長：建議集賢樓廣場新增食科系。另有

宿舍週邊、校內場館及運動場地補充填寫事務組及

營繕組。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課指組 

案由：修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健全社團、學會組織，激勵其發展和評估其推展

績效，將社團經營以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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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標準為發展方向，故修訂此辦法。 

二、 依據前一年度教育部來文之當年度全社評標準，進

行微調。 

三、 今年會推動新南向專班成立社團，社團成立第一年

草創期不列入評鑑。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8，P.33) 

一、 何順全委員建議： 

1. 本校學生社團活動提升吸引力，是否將質性評

核加入評鑑項目內，不單只著重在量化。藉此

吸引同學加入社團，發覺自己的興趣及才能。 

2. 有關評核項目內含帶動中小學須被考量，學生

社團是否都合適。 

3. 學生活動可以專案管理。當學生發起活動時在

人事時地物及經費資源給予輔導補助，讓活動

呈現加分。 

 

肆、 臨時動議：（略） 

伍、 主席結論：謝謝各位委員的參與貢獻，讓學生事務越來越好。 

陸、 散會：12時00分。 

柒、 簽到表，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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