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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榮 大 學 
104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12 時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6F 第三討論室 
主席：陳淑利 學務長 
出席：黃伯和副校長（陳尹中組長代） 孫惠民教務長（秦兆瑋組長代） 溫振華 院長 張純明 院長 

藍月素國際長（王佩茵辦事員代） 陳宏一院長（王月伶執秘代） 吳永基 院長 吳富雅 院長 
孫國華 院長 楊怡芳 老師 柯秀卿 老師 江旭本 老師 
藍菊梅 老師 許雅娟 老師 蘇益生 老師 沈紡緞 老師 
王珮瑜 老師 林乃慧 老師 劉錦謀 組長 劉莉娣 組長 
凃秀妮 組長 李明晉 主任 黃志博 同學 謝志傑 同學 
張亭瑋 同學 張雅惠 同學 林世雄 同學 梁杏霖 同學 
黃韋翔同學（江上慈同學代） 孫巧雯 同學 許靖宜 同學  

列席：史明明校安人員 
請假：姚舜暉老師、黃筱雯老師、李育屏同學、謝宛庭同學 
紀錄：歐利芳辦事員 

 
 
壹、 學務輔導工作報告：請參閱 p.8~13。 
 
 
貳、確認上次執行情形： 
 

103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踪 104.5.18 
辦理 
單位 追踪提案 執行情形 

學務處 
諮商中心 

【議案一】 
案  由：擬請審議「長榮大學學務處諮商中心諮商實習辦

法」。 
擬  辦：通過後依程序提校務行政會議審議。 
議  決：修正後通過。 

已於 7 月 2 日通過

行政會議，並於 8
月 17 日公告。 

學務處 
課外組 

【議案二】 
案  由：擬請審議修訂本校「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辦法」。 
擬 辦：通過後公告實施。 
議  決：修正後通過。 

已公告實施 

學務處 
課外組 

【議案三】 
案  由：擬請審議修訂「長榮大學學生社團經費補助要點」。 
擬 辦：通過後公告實施。 
議  決：修正後通過。 

已公告實施 

學務處 
生輔組 

【議案四】 
案  由：擬請審議「長榮大學學生宿舍外借清潔保證金收

取辦法」修正案。 
擬 辦：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議  決：通過。 

已於 104 年 7 月 6
日公告周知。 

學務處 【議案五】 已於 104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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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單位 追踪提案 執行情形 

生輔組 案  由：修訂本校學生拾獲物品處理程序說明(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 

擬  辦：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 
議  決：修正後通過。 

日公告實施。 

學務處 
生輔組 

【議案六】 
案  由：訂定本校不法影印書籍資料輔導實施要點(草案)，

提請討論。 
擬  辦：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 
議 決：修正後通過。 

已於 104 年 6 月 17
日公告實施。 

學務處 
生輔組 

【議案七】 
案 由：訂定本校班級(社團)幹部暨學生校內外各項競賽獎

勵標準(草案)，提請討論。 
擬 辦：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 
議 決：修正後通過。 

部份條文經秘書

長指示再與體育

室洽商修正陳核

公告。 

學務處 
生輔組 

【議案八】 
案  由：擬請審議本校「長榮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

織辦法」修正案。 
擬 辦：案經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議 決：修正後通過。 

預計 10 月 30 日公

告周知。 

學務處 
生輔組 

【議案九】 
案  由：擬請審議 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

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申請書。 
擬 辦：通過後函報教育部南區學務中心。 
議 決：通過。 

已於 104 年 7 月 23
日奉教育部臺教

學 ( 二 ) 字 第

1040098396K 號函

審查通過。 
 
 
 
參、討論提案 
【議案一】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擬請討論遴選本校 104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教師代表每學院二人，學生代

表三人，皆由出席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代表中推舉之，任期 一年，得連任之。」辦理。 
二、依據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學生事務長(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組長(總幹事)、註冊課務組組長 及諮商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三、本委員會任期自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 

議  決： 
一、教師代表： 

管理學院：姚舜暉老師、楊怡芳老師。 
人文社會學院：柯秀卿老師、江旭本老師。 
健康學院：藍菊梅老師、許雅娟老師。 
資工學院：黃筱雯老師、蘇益生老師。 
神學院：沈紡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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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教育學院：林乃慧老師。 
二、學生代表：學生會黃志博同學、原住民生孫巧雯同學、宿委會黃韋翔同學。 

 
 
 
 
【議案二】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修正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教育部 104 年 7 月 24 日函修訂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 
  二、基於教育部考量本計畫助學金之目的與學雜費減免相同，且減免並未要求受益學生提供

服務學習時數，爰本計畫助學金擬比照辦理，刪除領有助學金者之服務學習規定。 
三、強化生活助學金服務學習規範，強調生活助學金雖有附負擔，但不具對價關係，且依

財政部函釋本計畫及生活學習獎助學金規劃案，均得適用免稅；明確界定「服務學習」

係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活動，並不具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不得因服務學習時數差

異，致使核發助學金金額有別。 
  四、審視本校弱勢學生助學金執行需求辦理修訂。 
五、長榮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p.5-12，修正後全文請參閱

p.13-16。 

擬  辦：通過後送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審議。 
議  決： 
一、修正後通過，全文請參閱 p.4-7。 
二、修正如下，餘通過。 

第三條 本要點實施措施包含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助學金及住宿減免優惠等

四項。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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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弱勢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96.9.26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97.8.28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8.9.21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9.6.30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1.24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3.15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10.26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協助其順利就學，特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需弱勢助學金由本校學雜費提撥就學補助款及教育部補助專款支應，並於每

學年結算。 
第三條  本要點實施措施包含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助學金及住宿減免優惠等四項。 

(一)助學金 
1.弱勢助學金依家庭年所得分為五級，各級補助標準如下表： 
2 
 
 
 
 
 
 
 
. 
 
 
 
2.申請資格 

(1)申請對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籍就讀本校之學生(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
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家庭年所得逾新臺幣 70 萬元。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逾新臺幣 2 萬元。利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且

存款本金未逾新臺幣 100 萬元者，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由學校審核認定，

學校並應於該學年度 4 月底前造冊報部備查。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 650 萬元。但下列土

地或房屋之價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扣除： 
A.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益原住民保留

地認定標準辦理。 
B.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其認定

準用未產生經濟效益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認定標

準辦理。 
C.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

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

級數 家庭年所得級距 
教育部補助

金額(元) 

學校補助

金額(元) 
合計金額(元) 

第一級 家庭年收入 30 萬元以下 21,000 14,000 35,000 
第二級 家庭年收入 30 萬元至 40 萬元 13,000 14,000 27,000 
第三級 家庭年收入 40 萬元至 50 萬元 12,000 10,000 22,000 
第四級 家庭年收入 50 萬元至 60 萬元 7,000 10,000 17,000 
第五級 家庭年收入 60 萬元至 70 萬元 12,000 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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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及生態保護用地認定標準、未產生經濟

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古蹟保存用地標準、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

都市土地之水利用地認定標準辦理。 
D.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土地；其認定準用祭

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益土地認定標準辦理。 
E.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其認定準用未

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認定標準辦理。 
F.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林業用地；其認定

準用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林業用地認定

標準辦理。 
G.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行為人，不在此限。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低於 60 分。(新生及轉學生除外，另論文撰寫階段學

生如因前一學期未修習課程致無學業成績可採計，得以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

計算)。 
(2)前開家庭經濟條件之應計列人口： 
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學生已婚者，加計其配偶。 
若學生有特殊困難者，如父母離異，父或母失聯、家暴困境或服刑等情事者，

本校得自行考量酌予放寬家庭經濟條件計列範圍。 
3.補助範圍 

(1)本項補助範圍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但不包含

延長修業年限、重修、補修、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學分費等就學費用。 
(2)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遭開除學籍之助學金之核發方式： 
學生未完成上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不予核發；學生未

完成下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已核發之助學金不予追繳，

但復學或再行入學時，該學年度已核發的助學金，不再重複核給。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轉入新學校就學者，由轉入學校核發。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下學期不再就學者，核發二分之一補助金額。 
學生下學期改申請其他補助者，核發 1/2 補助金額。 

(3)該學年度實際繳納的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如低於本

計畫補助標準，僅得補助該學年度實際繳納數額。 
(4)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領有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領。 
(5)已申請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子

女、法務部備害人子女就學補助、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臺北市失業勞

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新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勞動部失業勞工子

女就學補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補

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

教育補助、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等）者，不得

再申請本要點助學金。 
4.辦理方式 

(1)於本校網頁建置專區，公告相關申請資訊；若於知悉有就學困難之學生，則主

動協助。 
(2)每學年度上學期開學第 2 週起至 10 月 20 日止辦理線上申請及收件，由學生檢

附申請書、三個月內應計列人口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向本校受

理單位申請，承辦人員於每年 10 月 31 日前進入教育部平臺登錄申請資料。(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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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3)每年 11 月 20 日前，教育部將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各部會勾稽比對及同一教

育階段查核結果通知本校，本校將查核結果一併通知學生，學生如對於財政部

財稅中心所查核之結果有疑義，應依限於 12 月 5 日前檢附佐證資料修正。 
(4)本校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系統」之查核結果，逕於下學期註

冊繳費單逕予扣減；如補助金額扣除下學期學雜費仍有餘額者，應於學期初一

併撥付予學生。 
(5)本校於該學年度 4 月底前檢附核銷一覽表向教育部申請核撥補助經費。 

 (二)生活助學金 
1.為完整提供經濟弱勢學生生活所需費用，參酌獎學金精神，核發每名學生 2 個月

新臺幣 6,000 元之生活助學金。 
2.申請資格： 

(1)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下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以上之具有學籍之大專

校院學生均得提出申請。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逾 25歲或 25歲以下於國內就讀空中大學、大專院校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

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者。 
業依規定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就學生活補助)、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或

原住民低生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或進行校外

實習領有津貼者。 
業向銀行申貸生活費者。 

(3)學校應於申請表中載明前開相關聲明事項，以供檢核。 
3.辦理方式 
(1)本校依預算及教育部補助金額規劃每學年生活助學金名額，訂定受理申請之

機制，並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學生家庭狀況困難者優先核給。 
(2)依學校所在地區實際生活費用及學生實際在校期間，彈性調整核發數額，每

人每月 6,000 元為原則，至多申請 2 個月為限，以參與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比例

發給，獲生活助學金請領期限至每年 6 月底止。 
(3)申請人數如超過名額，經召開審查委員會審核後公布之。 

4.生活服務學習 
(1)為培養弱勢學生獨立自主精神並厚植其畢業後之就業或就學能力，領取生活

助學金之學生應由本校安排生活服務學習。並作為核發生活助學金之參考。生

活服務學習應避免下列活動： 
具危險性之活動。 
影響學生正常課業學習之活動。 

(2)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日不超過 6 小時，每週以 10 小時，每月以 40 小時為上

限；本校得視學生修業、經濟及服務學習等項，酌減其生活服務學習時數。 
(3)本項助學金自當學年度以教育部助學金查核結果公布後第二學期實施生活服

務學習。 
 (三)緊急紓困助學金 

申請條件為本校在學學生家中遭受急難事故或非常災害或學生本人死亡（由監護

人提出申請），致使生活陷入困境而急需救助者，可提出申請。 
1.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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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師簽註意見。 
3.系、所主任簽註意見。 
4.請向生輔組提出申請。 
上述所指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1)申請表。 
(2)遭遇急難事件相關證明。 
(3)全家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5.補助金額 5000 元至 5 萬元。 
(四)住宿優惠 

1.申請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且為住宿本校所提供之學

生宿舍。 
(2)本優惠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暑期（重）補修、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學生。 

2.辦理方式 
(1)每學期末公告受理下個學期減免住宿費申請。 
(2)應繳申請表、低收入戶證明等證件。 
(3)補助標準：減免住宿費。 
(4)免費住宿學生必須參與生活服務學習，其服務時數為每學期 20 小時，由生活

輔導組規劃在校內宿舍從事生活服務學習，並視生活服務學習表現作為下次是

否提供免費住宿參考。 
第四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或校長核定事項辦理。 
第五條  本要點經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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