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第卅七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 中午 12:1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C 會議室
主席：鄭瑞隆學務長
記錄：李侃璞
出席人員：
曾千展同學(何佩璇代理) 廖冠樺同學 黃焄琳同學 李若文教授 彭宣瑋同學
黃敏郎副教授(請假)
蔡明軒同學 蔡宗亨副教授 陳怡舟同學
陳明德副教授(請假) 陳俊昇同學 管中祥副教授 羅旭辰同學 顧曉雲助理教授
杜信暹同學(請假)
王正嘉教授 陳亭妤同學 陳永洲助理教授 周玟琪教授(請假)
張文恭教務長 楊宇勛總務長 熊博安國際長 林晉榮中心主任
翁嘉英中心主任（鄧閔鴻組長代） 胡文騏主任 蘇俊益同學 何青諺同學(吳奇諺代)
鄭惟中同學 陳鈺錡同學 林宏哲同學 呂汶庭同學 莊彥輝同學(請假)
以上依代表類別排序
列席人員：
曾沈連魁副學務長 何澤華組長 張曙笙組長 林岳亨組長 洪為璽主任
劉明芝先生 陳美如輔導員 吳錯同學 盧張晟同學
主席致詞：略
頒發 105 年大專優秀青年得獎人員獎牌
得獎者：何佩璇同學 馬明毅同學 陳欣宜同學
黃田穎同學

林哲立同學

黃焄琳同學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學生會並須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向學校提出代收會費之請求。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修訂「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除文字修正外，修正重點如下：
1.修訂來源依據條文。
2.修正符合「公益勸募條例」之規範。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一(第 5-6 頁)、修訂前條文如附件二(第 7-8 頁)、修訂後條文
如附件三(第 9-10 頁)。
三、本案依第十五條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報告、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第七條修正為：學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團得向………,財務修正為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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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事務組
案 由：增列大陸學生保障住宿學生宿舍建議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要點」規定保障住校對象為身障學生、僑生、外籍
生，未含 100 學年度起招收之全學程大陸學生，目前大陸學生比照本地生，僅一年
級保障住校一年。
二、建議大陸學生保障住校理由如下：
(一)經濟方面：大陸學生學費高於本地生和僑生兩倍以上，又不能如僑生
可以工讀，若未保障住校，對大部份一般收入的家庭而言，負擔很重。
(二)心理方面：住宿分配比照本地生方式，但本地生可時常返家，而絕大多
數的陸生都是一學期回家一次，在無保障住校、必須外宿獨居的情況
下，與同學相處時間減少，不利人際交往，容易產生孤獨負面情緒，
影響學習和生活。
(三)情感方面：在生活學習權益上能有平等待遇，較能獲得情感上的認同與
歸屬感。
(四)陸生與外籍生一樣都是境外學生，背景又與港、澳學生相同，因此，建
議比照給予保障住校資格。
三、增加保障住校對象之影響如下：
(一)本校學生宿舍床位供給率偏低，每學期交換學生前來就讀，因學程短(半
年)，均必須給予提供住校，而近年來交換學生人數逐年大幅增加，五
年內人數自 30 餘人增加到 60 餘人，其中大陸學生所佔比例最多，約
達 80%左右，床位分配已非常拮据。
(二)現每年學士班宿舍扣除保障住宿對象後，可提供給大二至大四在校生的
床位數，男、女總共僅約 400 餘床，而全學程大陸學生人數亦逐年增
加中，以碩博士班為例，自 100 學年度迄今，已增加為 21 人；目前學
士班陸生雖僅有 7 人，預判未來增加人數不會少於碩博士班，恐將壓
縮到本地生床位分配數量。
四、權衡上述不同緣由，仍建議保障陸生優先住宿權，以使其安心就學，保
障住宿期限與僑生、外籍生相同，博士班四年、碩士班三年、學士班四
年。並擬訂於 105 學年度開始實施。
五、檢附條文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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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碩博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碩博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四、學生宿舍之配住原則如左：
四、學生宿舍之配住原則如左：
(一)博士班學生一人一室或二人一室。 (一)博士班學生一人一室或二人一室。
(二)碩士班學生二人一室。
(二)碩士班學生二人一室。
(三)男女學生分舍住宿。
(三)男女學生分舍住宿。
(四)寢室室友、可自行組合並事先報
(四)寢室室友、可自行組合並事先報
備；惟新生寢室由生活事務組安排。
備；惟新生寢室由生活事務組安排。
(五)外籍學生、僑生與本國學生混合住 (五)外籍學生、僑生與本國學生混合住
宿。
宿。
(六)身心障礙學生因故確需家長陪同住 (六)身心障礙學生因故確需家長陪同住
宿照顧者，須經輔導中心評估並召開專 宿照顧者，須經輔導中心評估並召開專
案會議通過後，始可實施。
案會議通過後，始可實施。
(七)開學後，剩餘床位已無碩、博士班 (七)開學後，剩餘床位已無碩、博士班
學生遞補時，可遞補學士班學生住宿， 學生遞補時，可遞補學士班學生住宿，
惟住宿期限至當學年結束為止。
惟住宿期限至當學年結束為止。
七、學生事務處受理住宿申請後，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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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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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優先次序分配宿舍：
(一)身心障礙學生、僑生、外籍生、大 (一)身心障礙學生、僑生、外籍生(如為 內容修
陸學生(如為外籍獎學金生，則免費保障 外籍獎學金生，則免費保障住宿至碩士 訂
住宿至碩士班三年級、博士班六年級) 班三年級、博士班六年級)
(二) ～ (六) 略
二五、住宿期限，博士班學生以至博四， (二) ～ (六) 略
碩士班學生以至碩三為原則。
二五、住宿期限，博士班學生以至博四，
碩士班學生以至碩三為原則。
修訂條文
(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五、學生宿舍之配住原則如左：
(一)學士班學生四人一室。
(二)男女學生分舍住宿。
(三)寢宿室友可自行組合並事先報備；
惟新生寢室由生活事務組安排。
(四)外籍學生、僑生與本國學生混合住
宿。
(五)身心障礙學生因故確需家長陪同住
宿照顧者，須經輔導中心評估並召開專
案會議通過後，始可實施。
(六)開學後，剩餘床位已無學士班學生
遞補時，可遞補碩、博士班學生住宿，

原訂條文
備考
(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五、學生宿舍之配住原則如左：
(一)學士班學生四人一室。
(二)男女學生分舍住宿。
(三)寢宿室友可自行組合並事先報備；
惟新生寢室由生活事務組安排。
(四)外籍學生、僑生與本國學生混合住
宿。
(五)身心障礙學生因故確需家長陪同住
宿照顧者，須經輔導中心評估並召開專
案會議通過後，始可實施。
(六)開學後，剩餘床位已無學士班學生
遞補時，可遞補碩、博士班學生住宿，
3

惟住宿期限至當學年結束為止。
八、學生事務處受理住宿申請後，按申
請人數，依本要點第五條之原則，並循
下列優先次序分配宿舍：
(一)身心障礙學生、循外籍生申請入學
管道就讀本校之外籍生(如為外籍獎學金
生，則免費保障住宿至大學五年級)、僑
生、大陸學生。
(二) ～ (五) 略
二九、住宿期限以正常修業年限四年為
原則。

惟住宿期限至當學年結束為止。
八、學生事務處受理住宿申請後，按申
請人數，依本要點第五條之原則，並循
下列優先次序分配宿舍：
(一)身心障礙學生、循外籍生申請入學 內容修
管道就讀本校之外籍生(如為外籍獎學金 訂
生，則免費保障住宿至大學五年級)、僑
生。
(二) ～ (五) 略
二九、住宿期限以正常修業年限四年為
原則。

決議：通過，另碩博士班宿舍管理要點四之(五)及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五之(四)修正為「外
籍生、僑生、大陸生與本國學生混合住宿」。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
案
由：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費收取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學生會費長期入不敷出，歷年來學生會於預算時皆有大幅刪減之情形，按本校與它
校之學生會費比較，本會金額為調查學校當中最少，而會費繳交率並非不高，卻因會
費數額過低造成會費總額較少；且本會預算案每年為平衡收入支出之額度，提出後皆
須進行刪減，因此為避免損及學生權益，且囿於現行法規，須逐年修正收費基準，提
高學生會費。
二、按本會總務部之學生會費理想規劃，參酌歷年學生會決預算表，一學年學生會預算
約莫一百萬元，本校近三年來學生會費收入僅約三十萬元，為增加學生會財務收入，
爰提高會費至三百元，學生會費預計總額可達八十萬元，其餘二十萬之缺口，則應由
學生會自辦之活動收入及其他收入填補之。
三、學生會為本校學生最高之自治組織，應由自治組織通過自身之自治法規，故由學生
議會通過即可，惟學校為學生會之輔導機關，應輔導本校學生會之運作，因此於本次
中做出兩點修正，其一為修改金額後，應直接向學務處「備查」後即可，其二為修改
本辦法之程序，將原條文之學務會議「通過」修正為「備查」
，亦即除非有違反法令之
情況，否則應以通過為原則。
四、繳交學生會費應為學生之義務，因此非以自由繳交為原則，爰予修正之。
決議：修正通過，第二條修正為「……….每學年新台幣參佰元整。…………..經學生議會
特別決議通過後，報本大學學生事務會議備查………」
臨時動議決議：
一、修正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六十條：本會會費之收取方法………….經學生
議會通過後，報本大學學生事務會議備查…………。
散會：當日下午 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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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以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
一、
原大學法第十七條之
下簡稱本大學）為落實學生 （以下簡稱本大學）為落
規定已於九十四年時修正
自治理念，培養學生民主素 實學生自治理念，培養學
為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大學
養，促進校園意見溝通，特 生民主素養，促進校園意
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
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見溝通，特依大學法第十
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
及本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條 七條及本大學組織規程
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
第二項，訂定「國立中正大 第三十四條，訂定「國立
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
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 中正大學學生自治團體
力」
，爰配合修正之。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設置及輔導辦法」
。
（以下 二、
本大學原組織章程第
簡稱本辦法）
三十四條已修正為第三十
條第二項「本大學有關輔導
學生成立自治組織設置辦
法另訂之」
，爰配合修正
之。
三、
修正標點符號使語句
通順。
第二條 本大學學生得依本 第二條 本大學學生得
因應本校成立學位學程，其地位
辦法，按校、院、系（所、 依本辦法，按校、院、系 與係相當，故修訂相關文字。
學位學程）層級，成立學生 （所）層級，成立學生自
自治團體，學生均為當然會 治團體，學生均為當然會
員。
員。
第三條 依本辦法成立之學 第三條 依本辦法成立
修正標點符號，應為句號而非逗
生會，為本大學學生之最高 之學生會，為本大學學生 點。
代表組織，代表學生行使學 之最高代表組織，代表學
生自治權利，處理學生在校 生行使學生自治權利，處
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
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
項。
權益有關事項，
第七條 學生會及學生自治
團體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本
大學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
費。
前項學生會會費不得列為完
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
學生會及學生自治團體不得
對外發起勸募，但向會員募

第七條 學生自治團體
一、
配合大學法第三十三
經學校核可後，得向會員
條第三項「學生為前項學生
收取會費。經輔導單位同
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
意，得對外募款或接受捐
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
助。
會請求，代收會費」及本大
學組織章程第三十條第三
項「本大學學生為前項學生
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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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財務或接受外界主動捐
助，則不在此限。

員收取會費；本大學應依學
生會請求代收會費。」修
正，學生會及學生自治團體
得決議是否收取會費而無
須學校核可。本大學校應學
生會之請求，應代收會費。
二、
按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學生會收
取會費或學校依學生會請
求代收會費，不得列為完成
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本
大學協助學生會代收之會
費，不得列為完成註冊程序
之必要條件。
三、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五
條第一項之規定：
「本條例
所稱勸募團體如下：一、公
立學校。二、行政法人。三、
公益性社團法人。四、財團
法人。」本大學學生會及學
生自治團體非屬上開條例
第五條之勸募團體，自不得
由自行對外發起勸募。但為
保障學生結社權與財產
權，故仍允許學生會及其他
學生自治團體向其成員募
集財務或接受外界之主動
贊助。
修正字句使語句通順。

第十條 學生自治團體出版 第十條 學生自治團體
品之相關法律責任由該自治 之出版品之相關法律責
團體及行為人自行負責。
任由該自治團體及行為
人自行負責。
第十四條 學生自治團體違 第十四條
學生自治
修正字句使語句通順。
反校規及相關法令者，該行 團體違反校規及相關法
為人及學生自治團體之負責 令者，該行為人及學生自
人依校規處理，並應負相關 治團體之負責人依校規
法律責任。
處理，並應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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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費收取辦法修正說明
壹、學生會費長期入不敷出，歷年來學生會於預算時皆有大幅刪減之情形，按本校與它校之
學生會費比較，本會金額為調查學校當中最少，而會費繳交率並非不高，卻因會費數額過低
造成會費總額較少；且本會預算案每年為平衡收入支出之額度，提出後皆須進行刪減，因此
為避免損及學生權益，且囿於現行法規，須逐年修正收費基準，提高學生會費。
貳、按本會總務部之學生會費理想規劃，參酌歷年學生會決預算表，一學年學生會預算約莫
一百萬元，本校近三年來學生會費收入僅約三十萬元，為增加學生會財務收入，爰提高會費
至三百元，學生會費預計總額可達八十萬元，其餘二十萬之缺口，則應由學生會自辦之活動
收入及其他收入填補之。
參、學生會為本校學生最高之自治組織，應由自治組織通過自身之自治法規，故由學生議會
通過即可，惟學校為學生會之輔導機關，應輔導本校學生會之運作，因此於本次中做出兩點
修正，其一為修改金額後，應直接向學務處「備查」後即可，其二為修改本辦法之程序，將
原條文之學務會議「通過」修正為「備查」，亦即除非有違反法令之情況，否則應以通過為
原則。
肆、繳交學生會費應為學生之義務，因此非以自由繳交為原則，爰予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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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費收取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正大學學
生會組織規程第五十八條至
六十條訂定。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正大學學
生會組織規程第五十八條至
六十條制訂。

正確之法律用語應為「訂
定」。

第二條(繳交金額及增減幅
度)
中正大學學生會會費之金額
以每學年新台幣參佰元整為
原則。
會費之增減由該屆學生會行

第二條(繳交金額及增減幅
度)
中正大學學生會會費之金額
以每學年新台幣壹佰伍拾元
整為原則。
會費之增減由該屆學生會行

一、本會會費長期短絀，每年
度預算皆須進行大幅度
刪減以符合預算額度，因
此提高會費收取額度，希
冀能具有更多資源為學
生辦理活動、增進學生權

政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提
案，經學生議會特別決議通
過，報本大學學生事務處備查
後，於次一學年度實施。

政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會
益。
議討論，經學生議會通過，報 二、按本會總務部之估計，不
本大學學生事務處核准後，於
考慮預算多寡下之預算
次一學年度實施。
約為一百萬元，若收取之
繳費額度之增減幅度不得超
會費由一百五十元調高
過上學年度收費額度之百分
至三百元，收取總額可望
之二十。
由往年之三十三萬提高
至八十萬，可提供較高寬
裕空間，剩餘二十萬則應
由學生會自行籌措之。
三、本會為本校之自治團
體，因此應有自行決議會
費收取額度之權，爰刪核
准之規定，報本校學生事
務處備查即可。
四、考量每一屆學生會行政
中心營運狀況不同，若訂
定固定之金額調整幅
度，恐有阻礙學生自治發
展之疑慮。

第四條 (一般繳費方式)

第四條 (一般繳費方式)

礙於目前學生會是否發放會

學生會費依大學法第三十三
條規定得委由學校代收，應有
適當合理之監核機制並給予
會員繳費憑證。會費並應即存
入學校所保管之學生會費專
戶。

學生會費依大學法第三十三
條規定得委由學校代收，應有
適當合理之監核機制並給予
會員繳費憑證。會費並應即存
入學校所保管之學生會費專
戶。

費繳交卡由各屆決議之，於本
辦法明訂應持會費繳交卡及
學生證才能享有優惠有執行
上之困難，故改成擇一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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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手續完成，學生會應製作 繳費手續完成，學生會應製作
會員繳費清冊記錄之，並得發 會員繳費清冊記錄之，並得發
放會費繳交卡，證明已繳交會 放會費繳交卡，證明已繳交會
費，日後參與任何學生會活
動，憑學生證或會費繳交卡得
享優惠及其他各項福利。
本條第一項之規定自 102 學
年度起實施。

費，日後參與任何學生會活
動，憑會費繳交卡及學生證得
享優惠及其他各項福利。
本條第一項之規定自 102 學
年度起實施。

第四條之一(退費方式)
受理退費於每學年開學後一
個月內公告，並自公告起一個
月內，行政中心總務部應受理
會員退費登記，製作清冊。

第四條之一(退費方式)
一、按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
學生會會費以自由繳交為原
組織規程第九條第一項
則，受理退費於每學年開學後
第一款，繳交會費為學生
一個月內公告，並自公告起一
之義務，因此非自由繳
個月內，行政中心總務部應受
交，爰刪除之。

欲退費者應於指定日期前繳 理會員退費登記，製作清冊。 二、礙於目前學生會是否發
回會費繳交卡，檢附學生證影 欲退費者應於指定日期前繳
放會費繳交卡由各屆決
本、通訊方式及身分證字號， 回會費繳交卡，檢附學生證影
議之，故增設但書之規
由總務部統一進行退款作
業。但該屆學生會未發放會費
繳交卡者，毋須繳回。
本條相關行政事項準用第五
條規定辦理。

本、通訊方式及身分證字號，
由總務部統一進行退款作業。
本條相關行政事項準用第五
條規定辦理。

定，給予彈性。

第八條(辦法之通過及修改)
第八條(辦法之通過及修改)
一、本會為本校學生最高之
本辦法之修正，應由學生會總 本辦法之修正，應由學生會總
自治團體，因此應由學生
務部與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 務部與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
自主管理，故刪除由學生
討論後，由學生議會財務委員
會提出，由全體議員應出席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議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由學生會
會長公告後實施。
前項之決議，送學生事務會議
備查。

討論後，由學生議會財務委員
事務會議「審查通過」之
會提出，由全體議員應出席三
規定，改以「備查」即可。
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議員二 二、同理刪除「送校長核定後
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送學生事
實施」之規定，改以「學
務會議審查通過，送校長核定
生會長公告後實施」，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落實學生自治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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