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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日 期：108年 1月 2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 10時 1分至 12時 10分 

地 點：維澈大樓 2樓宗倬章紀念廳 

主 席：饒忻 學務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請假人員：如簽到單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    錄：曾秋花 

 

壹、 主席報告 
    首先在此向所有的委員們，祝大家新年快樂！我們的委員代表包括有院長、系主

任、各院的老師及學生代表，大家一起來參與本次的會議。我們將按照議程，有關上

次會議的執行狀況會向大家做簡要的報告，之後由我們學務處各組及軍訓室為各位做

重點式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接下來有兩個提案請大家討論，最後希望能聽取各位委

員們對於學務工作的建議，一起討論、經驗分享，期盼我們的學務工作能夠做得更好。

學務是一項非常綿密的工作，由於活動頻繁，隨時隨地都可能有事情發生，的確是需

要院長、系主任、老師及同學之間彼此互相幫助，整個學務工作才容易做得好。所以，

本次會議希望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提出寶貴意見，同時謝謝大家的蒞臨！   

 

貳、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第一案 

修訂「中原大學研究生

獎助學金辦法施行細

則」 

修正通過，報請校長公布

施行。 

 

107 年 7 月 23 日原學

字第 1070003353 號函

公布施行。 

第二案 
修訂「中原大學活動認

證細則」 

照案通過，報請校長公布

施行。 

發文時，發現內容誤漏

需修正，是故重提於本

次會議討論。 

第三案 

訂定「中原大學關懷弱

勢學生勸募基金管理

規定」 

照案通過，簽請校長同意

後公布施行。 

於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2學期學生事務會

議通過後，公布於校友

處網站，並於 107年 6

月 25日開始執行。 

第四案 

訂定「中原大學弱勢學

生關懷輔導小組設置

要點」 
修正通過，公布施行。 

已於 107 年 6 月 15 日

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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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訂定「中原大學弱勢學

生多元輔導學習促進

獎勵實施專案」 
修正通過，公布施行。 

已於 107 年 6 月 14 日

開始執行。 

第六案 
訂定「中原大學教師升
等服務與輔導面評審項

目(草案)」 

修正通過，提案至 6月 22

日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

論。 

已提案至 6 月 22 日校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

論並決議；107年 9月

5 日 原 人 字 第

1070003988 號函公布

施行。 

 

參、 工作報告 

一、學務處(報告人：饒忻學務長) 

(一) 生活輔導組(報告人：黄昭萍組長) 

(二) 諮商中心(報告人：葉安華主任) 

(三)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報告人：周宇琪主任) 

(四) 課外活動指導組(報告人：陳佑倫組長) 

(五) 衛生保健組(報告人：許富菁組長) 

(六) 境外學生輔導組(報告人：張彣卉組長) 

(七) 住宿服務組(報告人：洪輝雄組長) 

(八) 服務學習中心(報告人：李俊耀主任) 

(九)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報告人：戴永禔主任) 

二、軍訓室(報告人：秦漢忠總教官) 

(以上報告內容請參閱107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學務處暨軍訓室工作報告簡報) 

 

肆、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修訂「中原大學學生活動認證細則」，如附件一，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提案說明： 

一、本案已於前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因案由內容「中原大學學生活動認證細則」

誤漏「學生」二字，是故重提於本次會議討論修正。 

二、本案細則第六條內容與附表名稱不符，亦請提於本次會議討論修正。 

三、本案經 107年 12月 17日課指組組務會議及 107年 12月 18 日學務處處務會議討

論通過。 

擬 辦：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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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報請校長公布施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原大學學生活動認證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一-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各級認證標準：請參閱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

動各級認定標準表」，

如附表二。 

第六條 各級認證標準：請參閱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

動各級認證標準表」，

如附表二。 

依現況修訂。 

 

        中原大學學生活動認證細則               附件一-2 
88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89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1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95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1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4.03.04 103 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依據 105.08.25 原秘字第 1050002657號函修正 

107.01.18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7.06.1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108.01.0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學校各項活動暨志工服務，特推行學生活動認證，

並依據「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手冊認證實施辦法」及行政院衛生福利

部「志願服務法」訂定本細則。 

第  二  條  適用對象：本校在學學生。 

第  三  條  認證範圍：凡經相關單位核准之活動，並符合附表列舉之五大領域者，

皆屬之。 

第  四  條  權責單位： 

一、活動申請核准之社團活動，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

指組）認證。非上述活動，則由校內主辦單位認證。 

二、志工服務應事先向校內外相關單位申請且報備核准後，方得採認其

服務時數；其校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範圍，以運用志工之機關、機

構、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為原則。 

三、校外志工服務，如遇受服務單位無權發放志工服務認證者，應先向

課指組填寫相關申請表單且報備核准後，方得採認其服務時數。 

第  五  條  認證領域暨標準：請參閱「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認證領域暨標準表」，

如附表一。 

第  六  條  各級認證標準：請參閱「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各級認定標準表」，如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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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校內外志工服務認證標準：服務地點於中原大學校園內或服務對象為中

原大學教職員工生者，得採認為校內志工服務時數，其餘服務則採認為

校外志工服務時數。 

第  八  條  本細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認證領域暨標準表 

        項目標準 

   領域 
認證標準 權責單位 

志工服務 

1.有關志工服務定義應依據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 

2.檢附服務單位證明之志工服務紀錄表，方得採認其志工服務時數 

(不含服務前訓練時數) 。 

二級(含)以上單位 

領導幹部 

1.擔任各班幹部累計達一年。 各系所 

2.擔任各社團幹部累計達一年。 課指組 

3.擔任校隊幹部累計達一年。 體育室 

參與活動 
1.參與學校或社團舉辦 6小時以上之研習、訓練活動。 

2.參與學校推薦或指派之活動。 
二級(含)以上單位 

主辦(協辦) 

活動 

1.主辦（協辦）社團大型活動之工作人員： 

(1)全國性活動，如逐鹿中原、大法盃球賽…等。 

(2)政府單位補助之活動，如教育部「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活動」、

教育優先區營隊、青年署『志願服務隊』。 

(3)政府立案之慈善公益團體之活動，如伊甸基金會…等。 

(4)校際性活動，如元旦升旗、四中五校…等。 

(5)全校或全院系之校內活動，如迎新演唱會、聖誕舞會、社團博

覽會…等。 

(6)各社團舉辦之活動及訓練，如社團幹部訓練營、研習會、成果

展、設計展、主題週、系學會之夜、迎新宿營及服務營等…。 

課指組 

2. 主辦（協辦）校內各單位之活動(以工讀生身份參與者不算) 。 二級(含)以上單位 

參與各項競賽 
1. 參與系、院、校及校際之團體競賽。 二級(含)以上單位 

2. 參與校隊訓練者(一個學期認證一次) 。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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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各級認定標準表 

項目 畢業標準 學年標準 

級別 甲級 乙級 甲級 乙級 

標準 

1. 志工服務時數累

計達 300小時，其

中校內服務時數

應達 200小時以

上。 

 

2. 在領導幹部、參與

活動、主(協)辦活

動、參與各項競賽

等四大領域中皆

需涉獵，每個領域

至少需有一個認

證章，且其總認證

章數需達十個以

上。 

 

1. 志工服務時數累

計達 200小時，其

中校內服務時數

應達 100小時以

上。 

 

2. 在領導幹部、參與

活動、主(協)辦活

動、參與各項競賽

等四大領域中至

少需涉獵三個領

域之活動，其總認

證章數需達七個

以上。 

1. 每學年志工服務

時數不得少於 80

小時，其中校內服

務時數應達 54小

時(含)以上。 

 

2. 每學年在領導幹

部、參與活動、主

(協)辦活動、參與

各項競賽等四大

領域中至少需有

任三個以上之認

證章。 

1. 每學年志工服務

時數不得少於 50

小時，其中校內服

務時數應達 25小

時(含)以上。 

 

2. 每學年在領導幹

部、參與活動、主

(協)辦活動、參與

各項競賽等四大

領域中至少需有

任二個以上之認

證章。 

◎備註： 

1. 全人認證五大領域：志工服務、領導幹部、參與活動、主(協)辦活動、參與各項競賽。 

2. 志工服務應事先向校內外相關單位申請且報備核准後，方得採認其服務時數；其校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範圍，以

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為原則。惟因課程要求之志工服務不列入計算。 

3. 全人榮譽獎學年採認時間為：申請學年度之前學年度 8月 1日至翌年 7月 31日。 

4. 領導幹部認證標準為必須擔任各班幹部、各社團幹部或各校隊幹部，累計達一年，方能符合一個認證章資格。 

 

第二案 

案 由：修訂「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施行細則」，如附件二，請討論。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提案說明： 

一、提案依據／目的：為合理規範研究生擔任監考工作遲到或缺席扣發或取消助學金

一事，擬修改增列現行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施行細則。 

二、現行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施行細則二、研究生擔任監考工作遲到或缺席得於次月

依下列方式……，修改為研究生擔任監考工作遲到或缺席者，得依下列方式……。 

三、增列三、研究生對於罰則內容如有異議，可於收到處分通知書次日起一周內向教

務處課註組提出說明。 

四、現行條文三、四、五的條次變更為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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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經 107年 10月 24日教務處內部討論共識及 12月 18日學務處處務會議討論

通過。 

擬 辦：本施行細則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自 107 學年

度第 1學期起適用。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自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起適用。 

 

中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施行細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二-1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 研究生擔任監考工作遲

到或缺席者，得依下列方

式扣發或取消助學金： 

二、研究生擔任監考工作遲

到或缺席者，得於次月依

下列方式扣發或取消助學

金： 

1. 考量為符合實際扣發款

項作業時程。 

2. 刪除劃線文字 

三、研究生對於罰則內容如有

異議，可於收到處分通知

書次日起一周內向教務處

課註組提出說明。 

新增條文 1. 對於監試遲缺之研究生，

在執行扣發助學金前先以

處分通知書告知，給予當

事者陳述意見機會，以更

符合勞基法之精神。 

2. 新增劃線條文。 

四、教學工作不力未善盡職

責(如批閱作業草率或監

考時看書、聊天等)者，經

各系所或教務處提出扣發

或取消助學金之建議，交

由學務處辦理。 

三、教學工作不力未善盡職

責(如批閱作業草率或監

考時看書、聊天等)者，經

各系所或教務處提出扣發

或取消助學金之建議，交

由學務處辦理。 

條次變更。 

五、分配之工作未經核准，擅

自請人兼代者，得扣發一

個基數之助學金。 

四、 分配之工作未經核准，擅

自請人兼代者，得扣發一

個基數之助學金。 

條次變更。 

六、研究生違反校規記大過

以上者，得停止支付助學

金並取消再度申請資格。 

五、 研究生違反校規記大過

以上者，得停止支付助學

金並取消再度申請資格。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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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施行細則    附件二-2 

 91.05.06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6.06.28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15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6.13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1.0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中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實施第十條訂定之。 

二、 研究生擔任監考工作遲到或缺席者，得依下列方式扣發或取消助學金： 

(一) 遲到十分鐘以內者，扣一個基數助學金的四分之一。 

(二) 遲到十分鐘以上者，扣一個基數助學金的二分之一。 

(三) 一學期累計遲到兩次以上者，扣發一個基數的助學金。 

(四) 缺席一次或擅離職守者，扣發一個基數的助學金。 

(五) 一學期累計缺席兩次以上者，停止支付助學金並取消再度申請資格。 

三、 研究生對於罰則內容如有異議，可於收到處分通知書次日起一周內向教務處課

註組提出說明。 

四、 教學工作不力未善盡職責(如批閱作業草率或監考時看書、聊天等)者，經各系所

或教務處提出扣發或取消助學金之建議，交由學務處辦理。 

五、 分配之工作未經核准，擅自請人兼代者，得扣發一個基數之助學金。 

六、 研究生違反校規記大過以上者，得停止支付助學金並取消再度申請資格。 

 
 

伍、 意見交流及臨時動議 
一、有關於課指組的學生社團評鑑報告，設計學院歷年來都名列於後，可是我必須申

明，例如：建築系每年合唱、啦啦隊比賽皆得冠軍，運動會比賽設計學院也不示

弱，還有服務學習歷年來做得不錯，畢業典禮也是需要系學會幫忙等等，系學會

真的做很多事、也幫了很多忙。建議修改評鑑辦法，由於系學會準備及繳交評鑑

報告時，亦正是系上趕作業、交報告時，同學們怕課業被當掉，無法顧及社團評

鑑報告書面作業，以致影響到評鑑分數。建議社團評鑑時，能瞭解察看其實際績

效，而不僅只於書面報告評論，我覺得我們學院各系學會，他們其實真的做得很

好，謝謝。(設計學院陳其澎院長) 

 課指組陳佑倫組長：謝謝院長提出此建議，社團評鑑有幾個目標項目是一定會衡

量的，包括文件、資料的儲存、相關會議出缺席紀錄、會議紀錄及活動舉辦等等

的面向，剛才提及服務學習的部分也是其一。我們也一直在思考能擇一較適合同

學們的評鑑時間，因評鑑資料準備，確實要花很多的心力和時間，如訂在期中考

過後，或可讓同學有足夠的時間準備評鑑的書面作業。我們都很肯定各個系學會，

院長所提及的建議，我們將在與系學會相關的系聯會議提出，和系學會幹部們一

起討論，瞭解他們的想法和意見。同時，我們也會先在組內與相關同學討論，以

及聽取專業評鑑委員們的意見。綜合上述討論後，我們再考量評鑑項目及相關作

業的修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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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學校僑外生人數很多，有關導師們要進行的期中輔導、預警輔導及填寫輔導

問卷等作業，對於僑外生是否有標準作業程序？就老師而言，如需和僑外生家長

溝通，除了中英文外，其他的語言恐會有難處，請問是否有讓導師們可依循的標

準作業程序，以協助導師解決此困境，且有益於僑外生輔導。另外，我發覺僑外

生在課業學習上也有很多困難，可能仍需注意入學時的成績單與其之前所學過的

科目及程度，有位學生說他英文、數學其實沒有修過甚麼，那將在學習上會有很

大的困難，雖然我們現在有很多輔導計畫，包括有僑生數學專班、英文專班，但

還是不夠，是否再做分級或其他方式，讓他們可以循序漸進地進入大學課程的學

習，如高中英文、數學程度未達到一般高中生能理解的能力，那他在大學的學習

是會有狀況的，對他們而言後續的學習也會是折磨，或許我們在僑外生輔導這部

分可以再做深入些。(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田筱榮主任) 

 學務長：謝謝田主任，會後我們將請生輔組、境外組，並邀請教務處及國際處一

起商討，也會和田老師討論，針對此問題看看有哪些事情我們可以先做，即可盡

快進行。之前我在學校會議中就有提到先修概念，類似在美國大學入學學生微積

分很差，就有安排先修此類課程，可能不只有微積分，或許還有英文、會計等其

他科目。所以，我想我們可以盡速和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周全地討論，以改善僑外

生輔導及學習的部分。 

 

三、大家好!我是應數系，之前座談會有轉學生的家長反映，轉學生好像沒有被關注到，

學校能不能像新生一樣來照顧轉學生。因為他們入校的時間是暑假期間，也找不

著房子，是否可優先幫他們安排宿舍，這是家長反映的問題。(應數系史青林主任) 

 學務長：請我們住宿組、生輔組及境外組看看怎麼做會更有效率。同時，期待系

上可以多幫忙，如有學生需要協助的事情，請盡速與我們相關的組或中心聯繫，

因學生個別需求差異很大，狀況也很多，即便住宿組為轉學生開過會議，也不一

定能解決個別的問題，需要及時瞭解學生需求，才能有效迅速解決他們的問題。 

 

四、今天提到導師輔導導生，延肄生也可以找導師輔導，請問有關延肄生的導師，是

希望老師志願服務，還是有配合的老師擔任，謝謝。(應華系歐德芬主任) 

 學務長：目前大部分的系主任就是延肄生的導師了，或者大四的導師銜接輔導延

肄的同學。原則上可以為延肄生請一位導師輔導，學務處即按照現行做法發放導

師費，至於由哪位老師輔導延肄生，請系上自行決定，採彈性、未強制或限制措

施，主要目的是希望有導師關懷這些延肄學生。 
 

陸、 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