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中正大學第十九次學生事務會議記錄
時間：九十四年元月五日 星期三 中午十二時十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 B 會議室
主席：何雍慶學務長
記錄:李侃璞
出列席人員：如名冊
主席致詞：略
宣讀第十八次學生事務會議紀錄：確認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擬增列國立中正大學學生活動場地使用管理要點第七條第六款
說明：原條文為：
七、使用場地須遵守以下規範：
（一）依核准時間辦理活動，並預留清潔時間。活動超過核准時間應立即停止。
（二）需保持場地清潔，並於使用後恢復原狀。
（三）活動之舉行應避免製造過大的噪音，並不可有脫序或違背善良風俗之行為。
（四）舉辦之活動應避免使用任何危險物品，以維護公共安全。
（五）依核准時間辦理活動，並完成活動後之場地復原狀工作，不得提前或逾時使用
活動場地。
但由於每年學校辦大型活動，需活動場地及大量的器材，常會與已申請通
過的學生社團活動衝突，導致場地、器材的不足。針對此問題建議增列條
款。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擬增修條文
第七條

原條文
（六）社團活動場地、器材如與 無
學校公務活動衝突，以學校公務
活動為優先。學校舉辦大型活動
時，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以利課
外活動組後續程序進行。

說明
學校舉辦大型活動期間，與已申請通過的學生
社團活動衝突,對於學校舉辦大型活動場地及
器材需求相當大，常導致雙方場地、器材借用
上的衝突。

故增列學校活動與學生社團活動在場地及
器材借用上有衝突時,以學校公務為優先
之條款一。

提案二
提案人（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擬修改國立中正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三條條文
說明：由於評委之任期是以年度為依據而非學年度，原規定造成只有大三之同學才有資格參
選，修改條文後可開放成大二及大三有擔任過社團負責人或幹部之同學皆可參與。
決議：
（一）、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下

修改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每社團限推派一人，其推派之代 每社團限推派一人，其推派 由於評委之任期是以年度為依
表必須至少擔任過任一社團負
責人或幹部一學期以上之經驗

之代表必須至少擔任過任 據而非學年度，原規定造成只有
一社團負責人或幹部一年 大三之同學才有資格參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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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以上。

條文後可開放成大二及大三有
擔任過社團負責人或幹部之同
學皆可參與。
（二）
、另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之學業成績，請課外活動組先行了解調查，是否設定成績門檻，
請課外組再行研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擬修改國立中正大學學生社團參加校外比賽獎勵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二項、
第五條、第六條
說明：
(一)為鼓勵學生社團積極參加校外全國性比賽，以提升社團活動內容之品質，擬修改奬勵
對象為社團及以社團名義參賽之個人。
(二)重新定義全國性比賽，鼓勵學生社團參加優良競賽。
(三)將團體奬與個人奬分別訂立不同之奬勵金，不只可鼓勵學生參加校外比賽，更鼓勵其
團隊能力再提升，為校爭取更高榮譽。
決議:通過，通過條文如下

擬修改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三條第 代表學校參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比 代 表 學 校 參 加 全 國 增訂參加校外比賽獎勵補
一項
賽，且參賽隊伍在十隊以上者， 性或國際性比賽，且 助之對象，擴大到以社團名
榮獲團體獎前三名之社團或以社 參 賽 隊 伍 在 十 隊 以 義報名而獲個人獎前三名
團名義報名比賽而獲個人獎前三 上者，並榮獲前三名 之個人，以鼓勵社團對外參
加比賽，為校爭光。
之社團。
名者。
第三條第 全國性比賽意指中央政府單位， 全 國 性 比 賽 意 指 教 修改全國比賽之定義，以提
二項
對外公開舉辦之社團競賽。
育部、各大專院校或 升社團校外參賽之學習效
行政機關等單位，對 果，故大專院校等所舉辦之
外 公 開 舉 辦 之 社 團 ㄧ般性或聯誼性比賽不列
為獎勵對象。
競賽。
第五條

(一)以社團名義參賽並獲得團體賽 獲得冠軍者獎勵金以 配合第三條第一項修正，明
冠軍者，獎勵金以壹萬元為上 壹萬元為上限，獲得亞 訂社團參賽獲得團體獎及個
限，獲得亞軍者以獎勵金捌仟元 軍者以獎勵金捌仟元 人獎之獎勵方式，以鼓勵社
為上限，獲得季軍者以獎勵金伍 為上限，獲得季軍者以 團爭取全國性比賽之團體名
仟元為上限。
獎勵金伍仟千元為上 次。
(二)以社團名義參賽並獲得個人賽 限。惟各社團每學期申 修改每一社團奬勵金上限每
冠 軍 者 獎 勵 金 以 伍 千 元 為 上 請金額最高以伍萬元 學年為五萬元，且為提供予
限，獲得亞軍者以獎勵金叁千元 為限，參賽者個人則依 社團活動及經營之用，原條
為上限，獲得季軍者以獎勵金貳 「國立中正大學學生 文後段下半保留，修正為第
仟元為上限。
獎懲要點」辦理敘獎。四項。
(三)各社團每學年申請團體奬勵金
及個人奬勵金，最高以伍萬元為
限，所獲奬勵金作為社團活動及
經營之用。
(四)參賽者個人另依「國立中正大學
學生獎懲要點」辦理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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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凡達獎勵標準者，請學生社團之社長 凡達獎勵標準者，
為避免部分比賽未明列前三
於比賽得獎後兩週內檢具相關證明 請學生社團之社長於 名名次，故增列由主辦單位
文件，或由比賽主辦單位提供足資證 比賽得獎後兩週內檢 提供足資證明為前三名之證
明為前三名之證明文件者，向學務處 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學 明文件者，亦可申請。
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經學務處審查 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
後核發。
申請，經學務處審查後
核發。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案由：有關本校「九十四學年度學生團體保險內容」是否需修改，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一年四月二十五日台（九一）訓（二）字第九一○四七五八八號函「公
私立大專校院辦理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辦理。
二、為加強保障學生人身、醫療及事故傷害之個人權益，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學生得依個
人意願自由參加。
三、本校與國泰人壽保險股份公司簽訂之保險合約期限至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止，為
確保學生人身之保障，預計將於九十四年四月公開招標。
四、檢附本校保險內容特色及優缺點（如附件一）及九十二學年度學生團體保險保障內
容及其他二所國立大學學生團體保險比較表（如附件二）。
五、經聯絡新光人壽、南山人壽、國泰人壽、台灣人壽及中國人壽等學生保險承保公司，
目前僅有中國人壽表示有意願承保，國泰人壽仍在考慮當中（檢附兩家保險建議書
如附件三、四）。
六、為顧及調高保費後可能造成學生經濟負擔，除檢附目前投保之保險內容外（甲案）
，另
提供二種保險內容（乙案、丙案），提請討論。
七、依據教育部「公私立大專院校辦理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
：一般生每人每學年補助 100
元(分上下學期補助)；持有低收入證明及重度、極重度殘障學生及重度、極重度殘障人
士之子女，教育部每學年全額補助每人保險費 313 元，該等人員保險費差額部份，保險
公司同意自行吸收。
決議:原則上採甲案，進行公開招標。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組
案
由：修正本校大學部宿舍管理要點第七、十三條，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校大學部宿舍以每學年分配一次為原則；第一學期具住宿資格者，
第二學期不須另填住宿申請，但應於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第二學期之
住宿契約書，否則應視同自願放棄住宿，其床位由本組公告辦理遞補。
二、
（一）為配合本校九十三學年度起全面使用學生證 IC 卡，宿舍門禁取消
使用磁卡。
（二）新生須完成註冊手續後，教務處始發予學生證 IC 卡，為便利同學
提前進住宿舍，辦理各項入學手續，生活事務組於新生進住宿舍
時，暫發門禁臨時卡供新生進出宿舍。
（三）住宿期間學生證 IC 卡遺失時，應至教務處申請補發，並可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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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宿舍管理員室申請門禁臨時卡；臨時卡遺失者，應依工本費賠
償新台幣貳佰元整。
決議： 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修訂條文
七、一年級第二學期以上舊生於
每學期結束前即須辦理下學
期 (學年)住宿申請，應於期
限內繳交住宿契約書，未繳交契約書者
視同自願放棄住宿
，依規定應於放棄住宿次日起算十日內
搬離宿舍。
十三、學期結束未經核准於寒暑假留宿學生
之退宿作業：
1.宿舍關閉前，應依學生會住宿服務部
公告之期限內，將個人物品集中捆
包，置於指定場所存放。
2.依生活事務組期末退宿作業公告期限
內辦理退宿，將寢室打掃清潔、交還
公物及鑰匙，經檢視後，始得離校。
3.退宿時寢室未打掃清潔或公物及鑰匙
未繳回者，由生活事務組逕行自學生
住宿保證金中扣抵公物賠償費用及寢
室清潔費用。
4.凡於期末退宿作業公告期限內，仍未
辦理退宿者，其住宿保證金不予退還。
5.新生第一學期進住宿舍暫發門禁臨時
卡予同學使用，註冊完成三日內應繳
還臨時卡，遺失則須依臨時卡工本費
照價賠償。

原條文
七、一年級第二學期以上舊生於
每學期結束前即須辦理下學
期(學年)住宿申請，繳交住
宿申請書，否則視同棄權。

說明

十三、學期結束未經核准於寒暑
假留宿學生之退宿作業：
1.宿舍關閉前，應依學生會住宿
服務部公告之期限內，將個人
物品集中捆包，置於指定場所
存放。
2.依生活事務組期末退宿作業
公告期限內辦理退宿，將寢室
打掃清潔、交還公物及磁卡、
鑰匙，經檢視後，始得離校。
3.退宿時寢室未打掃清潔或公
物、磁卡及鑰匙未繳回者，由
生活事務組逕行自學生住宿
保證金中扣抵公物賠償費用
及寢室清潔費用。
4.凡於期末退宿作業公告期限
內，仍未辦理退宿者，其住宿
保證金不予退還。

提案六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組
案
由：修正本校研究生舍管理要點第五、六、七條，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一）本校研究所無轉學生之情形。
（二）研究生宿舍於每年三月依各所人數之比例分配床位數于各所，碩
班新生統一由各所於新生報到時辦理住宿申請，並於期限內將住
宿名單送生活事務組備查。
（三）為配合本校九十三學年度起全面使用學生證 IC 卡，宿舍門禁取消
使用磁卡。
（四）新生須完成註冊手續後，教務處始發予學生證 IC 卡，為便利同學
提前進住宿舍，辦理各項入學手續，生活事務組於新生進住宿舍
時，暫發門禁臨時卡供新生進出宿舍。
（五）住宿期間學生證 IC 卡遺失時，應至教務處申請補發，並可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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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宿舍管理員室申請門禁臨時卡；臨時卡遺失者，應依工本費賠
償新台幣貳佰元整。
二、本校研究生宿舍以每學年分配一次為原則；第一學期具住宿資格者，第二學期
不須另填住宿申請，但應於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第二學期之住宿契約書，否則
應視同自願放棄住宿，其床位由本組公告辦理遞補。
三、（一）依據本校「校長獎」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碩士班新生獲頒「校長獎」獎
學金者，在校期間優先分配學生宿舍。
（二）按前項說明「校長獎」得獎者第二學年起，由生活事務組優先分配宿舍。
（三）新生獲頒「校長獎」者，第一學年由系所分配之床位數中自行控管優先分
配宿舍。
決議： 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修訂條文
五、一年級新生第一學期應向各所提住宿申請，
各所應於規定 期 間 內 將 住 宿 名 單 送學生
事務處生活事務組辦理。
新生第一學期進住宿舍暫發門禁臨時卡
予同學使用，註冊完成三日內應繳還臨時
卡，遺失則須依臨時卡工本費照價賠償。
六、一年級第二學期以上舊生於每學期結束前即
須辦理下學期(學年)住宿申請，應於期限內
繳交住宿契約書，未繳交契約書者視同自
願放棄住宿，依規定應於放棄住宿次日起算
十日內搬離宿舍。
七、學生事務處受理住宿申請後，按申請人數，
依本要點第四條之原則，並循下列優先次序分
配宿舍：
1.殘障生、僑生、外籍生。
2.學生會會長、副會長、住宿服務部部長、副
部長（限研究所同學）
。
3.碩士班新生獲頒「校長獎」者，第一學年其
床位由系所分配之床位調配使用；第二學年
起由生活事務組分配。
4.各所現有之男、女生人數在三人(含)以下
者，全額分配。其餘研究所，先行配置每
所男、女生各三名之保障名額，剩餘之床
位再依各所現有之男、女生人數比例分
配，其優先順序由各所參酌同學意見自行
訂定分配原則辦理，並送學務處備查。
5.依前列各項分配後，學期中若有同學因休、退
學、畢業等因素，致有空床位，由學生事務
處不定期公告辦理遞補，其中博士房之遞補
以高年級博士生優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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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五、一年級新生暨轉學生第一
學期應於規定期間內，向學生
事務處生活事務組辦理住宿申
請。

六、一年級第二學期以上舊生
於每學期結束前即須辦理
下學期 (學年)住宿申請
書，繳交住宿申請書，否
則視同棄權。
七、學生事務處受理住宿申請
後，按申請人數，依本要點第
四條之原則，並循下列優先次
序分配宿舍：
1.殘障生、僑生、外籍生。
2.學生會會長、副會長、住宿
服務部部長、副部長（限研究
所同學）。
3.碩士班新生獲頒「校長獎」
者。
4.各所現有之男、女生人數在
三人(含)以下者，全額分配。
其餘研究所，先行配置每所
男、女生各三名之保障名額，
剩餘之床位再依各所現有之
男、女生人數比例分配，其優
先順序由各所參酌同學意見
自行訂定分配原則辦理，並
送學務處備查。
5.依前列各項分配後仍有空床
位，由學生事務處辦理遞
補，並以高年級博士生為優

說明

先分配。

臨時動議決議:學生宿舍寒暑假開放空間放置學生行李，其管理及相關設施新增等問題，請生
活事務組依與會人員意見加以研議。
散會:十三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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