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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錄 
 

◎ 時間： 105 年 5 月 20 日（五）上午 9：00 

◎ 地點：光復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 主席：董學生事務長旭英            紀錄：鄭進財 
        
◎ 出席人員：  

王館長健文(蔡佳蓉代)、黃國際長悅民(陳麗安代)、詹總務長錢登(劉俊志代)、賴教務長明德
(呂秋玉代)、楊代理主任永年(徐珊惠代)、林主任麗娟(潘慧雯代、王松柏)、賴主任明德(呂秋
玉代)、王院長偉勇(陳恒安代)、葉主任海煙(李淑如代)、林主任明澤(葉洵孜代)、陳主任玉女
(張宴菖代)、鍾主任秀梅、朱所長芳慧(邵碩芳代)、劉所長益昌、游院長保杉(沈聖智代)、羅主
任裕龍(藍兆杰代)、林主任睿哲(陳炳宏代)、陳主任昭旭(張雅慧代)、胡主任宣德、許主任聯崇
(魏汎珊代)、周主任乃昉(蔡世瑛代)、侯主任廷偉(李志揚代)、陳主任家進(葉明龍代)、鄭主任
金祥、黃主任良銘(林政宏代)、沈主任聖智(洪瓊宜代)、江主任凱偉(王秀琴代)、鄭主任金祥、
吳院長豐光、孔主任憲法(鄭凱文代)、馬主任敏元(何俊亨代)、劉所長舜仁、林院長正章(郭美
祺代)、黃主任華瑋(吳明翰代)、溫主任敏杰、葉代理主任桂珍(郭棓渝代)、史所長習安(郭惠雅
代)、李主任昇暾(陳賢豪代)、陳所長正忠、廖主任俊雄(簡秋月代)、柯院長文峰(蔡錦俊代)、
林主任景隆(陳俞潔代)、郭主任宗枋(許家榮代)、蔡主任錦俊、黃主任守仁、饒主任瑞鈞(陸美
蓉代)、談所長永頤(鄭安成代)、許院長育典(蔡群立代)、陳主任欣之、蔡主任群立、陳主任俊
仁、謝主任明得(陳中和代)、謝主任孫源(趙玉凌代)、連所長震杰(黃苑菱代)、蔡所長宗祐(陳
中和代)、陳所長中和、高所長宏宇(趙玉凌代)、羅院長竹芳(陳炳焜代)、曾主任淑芬(吳金枝
代)、黃所長浩仁(郭瑋君代)、王所長育民(陳炳焜代)、張院長俊彥(謝式洲代)、顏主任妙芬(方
素瓔代)、姚主任維仁(謝式洲代)、張主任哲豪(黃百川代)、林主任桑伊(蔡昆霖代)、高主任雅
慧(趙子楊代)、高所長雅慧(趙子楊代)、司所長君一(張愛琪代)、謝所長奇璋、楊代理所長延光
(劉俊君代)、張所長南山、呂所長宗學(田玉敏代)、王所長應然、莊所長淑芬(陳永學代)、陳所
長彰惠(郭乃文代)、 蕭所長璦莉(林鍵成代)、盧所長豐華、林宇銜助理教授、劉雅心助理教
授、程炳林教授(周依頻代)、杜怡萱副教授、李家岩助理教授、周庭楷副教授、徐碧真副教授、
張瑋哲同學、許舒婷同學 

◎ 列席人員：杜副學務長怡萱、邱組長宏達、臧組長台安、王組長琪珍、陳組長高欽(鄭淑惠代、林

淑娟)、陳組長孟莉、林代理主任志勝(馮業達代) 

 
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詳見附錄,P.4~P.5) 
二、 主席報告 

(一)感謝今天 520 特別日子，大家撥空過來參加會議，520 有二個意義，一是新任總統就職，

二是我愛你的諧音，顯示今天是積極充滿愛心的一天，因為今天雖只有一個提案，但今日

出席率很高，非常感謝大家。 
(二)學務工作是被動性的挑戰，如果能有前瞻性及敏感度高，學務工作就會發展的很好，學務

工作需系所支持，敬請提供問題、建議、方向給我們，各位站在第一線，十分感謝大家。 
三、 各單位報告：無。 
四、 學生事務處各組室工作報告 

王組長琪珍補充： 
(一)登革熱病媒蚊防治關係到各單位是否會遭受罰款，等一下會請衛保組負責同仁講解各單位

的檢查重點及防蚊液噴法實例示範。 
(二)5/26 將與住服組在勝四舍廣場辦理捐輸愛心活動，也有請到南方彩虹 6 號做性教育知識及

性觀念宣導，歡迎各單位參加。 
學務長提示： 
各單位在做登革熱環境檢查時，如果有清潔完環境卻仍看到病媒蚊而查不出原因時，請隨時

通知本處衛保組，俾利迅速提供協助。 

貳、 討論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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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案                                                      【提案單位：術生保健組】 
 
案由：如何落實本校新生(含本籍與外籍研究生、復學生、短期無學籍外籍生)入學體檢機制，提請  

討論。 

說明： 

一、全球國際化趨勢致各國互動頻繁，各種疾病興起；目前成大為一國際化與多元化大學，學生

組成有台灣本籍、東南亞，歐美、南太平洋與非洲等，如何防治校園傳染病與管理學生的健

康，是ㄧ大挑戰。新生體檢是其中防治重要的一環，如何落實有待大家一起努力。 

二、今年至目前接獲衛生機構通知本校數位學生罹患法定傳染病，對象包含本籍生與外籍生，惟

皆屬非開放性且已積極處理，雖無校園流行之虞，但若透過新生體檢提早發現，將可降低傳

染機會與後續處理的複雜性。 
三、教育部訂定學校衛生法中，明確規範，每位有學籍新生入學時需接受體檢。然而，至 105 年

2 月前，本校新生體檢比率(含本籍新生、本籍研究生與有學籍外籍生)約 77%，但因無任何罰

則，故無法強制規範，恐成為校園傳染病防治漏洞。 

四、本校新生體檢業務由學務處衛保組協助承辦，目前各學籍學生體檢執行狀況如下： 

(一)九月入學本籍生：若未在註冊時繳交新生健檢資料證明，可於 7/1~11/30 拿本單位開立學

籍證明後，至成醫體檢門診完成體檢。 

(二)二月入學本籍研究生：若未在註冊時繳交新生健檢資料證明，可於本單位開立學籍證明後

至成醫體檢門診完成體檢。 

(三)有學籍外籍生(含大學部與研究所)：本國移民署規定在台居留六個月以上者，因需辦理居

留證，規定要接受體檢。 

(四)短期進修無學籍外籍生(含語文中心與交換生)：未被要求繳交體檢報告，故未接受本校體

檢。 

擬辦： 
一、健全本校體檢政策： 

（一）建立體檢作業行政依據 

（二）訂定體檢時序與標準程序 

（三）落實健檢異常追蹤並建檔 

（四）異常個案的單位協同追蹤處理後續事宜。 

二、縮短本校健檢時效：九月入學者體檢時間 7/1~10/15 需至成醫體檢門診完成體檢。 

三、提高健檢完成率：請各系所主管協助宣導新生體檢重要性與時程，並請各系所指派承辦人以

追蹤並登錄已體檢數，通知未體檢者務必參加體檢，以達 100%，得以全面防護校園師生健

康。 

四、健檢異常具有傳染性疾病或危及生命之管理，需建立追蹤機制，由衛保組書面通知系所及相

關單位來配合辦理，並協同案發單位追蹤，關懷異常個案，建立無縫隙的防護網。 

五、建議規範短期進修無學籍外籍生(含語文中心與交換生)，若進修達一個月以上者，請在招生

簡章中，註明需繳交一個月內 X光檢查正常證明或預先繳費並接受本校安排至成醫體檢門診

接受胸部 X光檢查。 

決議：照案通過。 
 

參、 臨時動議 

第 1案                                                   【提案單位：國經所】 

案由：校內學生遭受性平案件處理問題，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所外籍生在管院廁所被性騷擾，而僅由學生陪同學生赴警所報案，因語言關係，造成第一

次報案無效，又須再報第二次，程序處理曠日費時。 

二、在處理過程中，要求受害學生自己書寫報告，同樣有語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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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校內監視錄影檔案調閱，建請總務處落實假日期間通報各單位緊急聯絡人迅速處理。 

二、校外人士侵犯校內學生案件，雖非校內性平會主責，敬請性平會亦提供必要協助。 

 

第 2 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學生請假適用假別疑義，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醫學系學生在附設醫院遭病患毆打，目前規定只能請病假，但學生認為係實習過程中受

傷，宜比照勞工，建議在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中，增列公傷假，以利於各系所學生未來如有在

實習場域中，遇到類似問題有所依據。 

二、勞工若是公傷假，就醫時會給予掛號費或醫藥費的減免，不知學生若請公傷假，學校有何福

利或優待。 

決議：  

一、本案醫學系學生受傷，請生輔組優先以個案處理。 

二、是否增列公傷假，整體面請生輔組研議。 

 

肆、 散會：當日上午 10 時 2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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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105 年 5 月 20 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第１案                                           

案由：擬修訂「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部分條

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如

附件一，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學務處住服組】 
已於 104 年 12 月 18 日於住服組及本
校法規彙編網頁公告實施。 

第 2案                                           

案由：本校部分國際學生在校學習成效較為不彰，擬請負

責單位主動提供關懷、協助補強學科能力、中文能

力，提請  討論。 

決議：建請教務處及國際處對學習輔導措施，加強宣導外

籍學生知悉。 

【教務處】 
本處每學期辦理「學生課業輔導與諮
詢」。聘請雙語課輔員，提供多元且差
異化之課輔，協助解決學生學習困難
與疑問。相關宣導資訊皆公告會於中
英文網頁。 
 
【國際處】 
一、協助宣導校內課輔資訊及課輔員

徵才資訊。 
二、國學組與通識中心合作於 104.2

開設融合通識「大學導航」課
程，課中宣導課業輔導資訊及在
校生應注意事項等資訊。 

三、國學組規劃於 105 年 7 月 5 日召
開外籍生導師會議暨院系所外籍
學生承辦人員研習會議，盼活化
校內資訊流通使外國學生能獲得
充足資訊。 

臨時動議第 1案                                    

案由：光復餐廳停業問題，提請  討論。 

決議： 

一、請住服組持續追蹤。 

二、為考量外籍生用餐需求，請將穆斯林及印度學生

飲食習慣納入美食街規劃考量。 

【學務處住服組】 
一、 光復餐廳業經四次招商流標，目

前正持續辦理第五次招商事宜；
考量本校師生餐飲需求，暫停營
業期間，每週一至週五於光復及
敬業校區，販售午晚餐餐盒。 

二、 待完成招商後，將與得標廠商協
調，是否可提供外籍生多元餐飲
選擇。 

臨時動議第 2案                                    

案由：輔導優良導師評鑑標準，提請  討論。 

決議：請心輔組收集各院系輔導量化指標，並請提「導
師輔導工作獎勵委員會」討論。 

【學務處心輔組】 
擬於 105 年 5 月 18 日「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第三次各系導師輔導工作
獎勵評審會議」，提請討論，並請各學
院代表依各院系文化特色提供建議，
做為修訂之參考。 

臨時動議第 3案                                    

案由：建議提高外籍生保險額度，提請  討論。 

決議：建請國際處再詢問相關單位評估可行性。 

【國際處】 
一、外國學生醫療險為固定合約內

容，欲提高保險額度則需增加保
費。 

二、國學組設立「國立成功大學境外
生急難救助金實施要點」(提案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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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盼通過後能紓解境外學生
因事故產生之經濟壓力。 

臨時動議第 4案                                    

案由：輔導優良導師資格條件納入研究所，提請  討論。

決議：請心輔組研議。 

【學務處心輔組】 
擬於 105 年 5 月 18 日「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第三次各系導師輔導工
作獎勵評審會議」，提請討論，做為
修訂之參考。 

臨時動議第 5案                                    

案由：輔導優良導師評鑑標準建議維持目前作業方式，

提請  討論。 

決議：請心輔組併同臨時提案第 2案納入考量。 

【學務處心輔組】 
併同臨時提案第 2案建議，擬於 105年
5 月 18 日「國立成功大學 104 學年度
第三次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勵評審會
議」，提請討論，並請各學院代表依各
院系文化特色提供建議，做為修訂之
參考。 

臨時動議第 6案                                    

案由：建議修改服務學習(一)課程內容，提請  討論。

決議：服務學習(一)課程內容為系所安排，建請國際處

鼓勵大一外籍新生修習服務學習(三)。 

【國際處】 
一、國學組自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至

今持續開設「服務學習(三)接待
義工/國際義工」課程，帶領台外
學生進行義工服務進而推廣回饋
社區/高中小學服務。 

二、國學組另外於 105 學年度第 1 學
期申請「服務學習(三)-翻譯志
工」課程(審核中)，並邀請外文系
老師輔導台灣學生與本校外國學
生合作進入本校各單位進行資訊
翻譯工作。 

三、期待各系能開設類似服務學習二
或三課程，並藉此機會促成台外
生融合以提升台灣學生國際化素
養、加強外籍生在地學習。 

四、國學組下設置之全球競合力中心
網頁亦可搜尋相關資訊。 

臨時動議第 7案                                    

案由：建議自動繳費機能考量視障學生操作困難，提請  

討論。 

決議： 

一、建請教務處未來購置新機時，能將身障生需求納

入考量。 

二、建請財務處出納組瞭解繳費機與出納組資料庫無

同步問題。 

【教務處】 
經詢廠商目前並未開發無障礙版機
器。學生如有須操作上之協助，可請
設置地點負責之管理人員協助。 
 
【財務處】 
一、若視障學生操作自動繳費機半途

想改臨櫃繳納，出納組不會因而
拒絕臨櫃繳納，特此釐清；另視
障學生至出納組臨櫃繳納，若需
專人服務本組可配合。 

二、繳費機代收之款項(如成績單、
學位證明等)係屬隨機資料，因
此資料庫內容為繳費完成之紀
錄，類同飲料販售機之隨機販售
性質，故目前尚無繳費機與出納
組資料同步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