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技術學院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學務主管臨時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1 年 10 月 02 日（二）上午 10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方城 210 會議室
主
席：王信雄學務長
出席人員：張淑貞組長/主任、沈麗華組長、張武揚主任、賴月圓組長、郭仲堡主任、李靜芳
組長、楊慧雯
缺席人員：無
紀
錄：楊慧雯

壹、主席致詞
一、 有關 e-portfolio 的推動，目前請處本部慧雯協助單位協調與會議等相關行政事宜，
後續也將收集資料，邀請相關單位來共同討論；也請諮商中心（主任）事先思考
e-portfolio 未來推動時導師協助推動之角色、責任與相關規範；
二、 卓越計畫資料寄出前，彙整單位與人員應檢視送出資料是否是最正確的內容，未來
也跟大家共同期許，各組資料於送出前組長（主任）應都先詳細檢視過。
三、 各組未來於報支各項經費時，如遊覽車資、門票等等是否詢價或比價過，是否為最
節省之方案。
四、 各組所規劃之年度計畫執行至今，請檢視今年度計畫經費編列上是否可行？或遇有
經費執行難已執行之處，如有不易執行之處，應要思考計畫經費編列調整方向，並
於下年度計畫提報時，加以修正調整。
五、 未來辦理（學生）活動應朝系統性、制度性及全校性方式與目標來推動，並規劃對
學生實具意義的各項活動。

貳、各組說明與協調事項(請參閱附件一)
一、生輔組（附件一）
（一） 請各組於會後回報生輔組承辦種籽幹部研習活動各組負責業務講習主講人
員名單；
（二） 目前學務處各組分得清寒工讀金為 17,098 元，請各組於年度末時完成核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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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
（一）

這學年弱勢助學措施，儘可能勸導同學以就學優待申請為優先。

（二）

各單位工讀生聘任務必要求符合弱勢助學生身份。

（三）

健康履歷之需求請衛生保健組研擬並提出需求。

（四） 請諮商中心檢視學生基本資料，尤以通訊電話正確性、自傳是否都撰寫，並知會
導師各班學生填寫情形，並向註冊組及電算中心詢問是否能統一開放線上系統修
改時間，請導師輔導與追蹤學生填寫情形。
（五） 學生操評部分導師是否要寫評語，也請生輔組在 E 化作業時可做評估項目之一，
就明新科技大學作法，是由學生自評後，由導師修改評語內容。
（六） 10 月 27 日校慶活動各組是否有需要配合之處，下週開會時請課外組明列工作協
調與分配內容。
（七） 班會討論內容請及早請各組提供學生宣導事項及可以給導師做為班會討論的主
題與相關資料。
二、處本部（附件一）
三、課外組：各組如需成立社團，
（課外組）樂觀其成。（附件一）
主席指示：鼓勵社團成立要有具體行動，該公告申請社團成立訊息就廣為公告，讓
有意願成立社團的學生或單位，踴躍申請。
四、聯合服務中心：各組如有獎學金需送獎學金委員會審議，請會議前提供。（附件一）
五、軍訓室暨校安中心報告（附件一）
主席指示：
（一） 轉學生社會實踐能力各指標得否抵免由相關單位提供抵免資料並參與審核
轉學生畢業門檻抵免會議，並由學務長主持；
（二） 校外服務單位應為審核單位審核後統一公告之校外服務機構始得列入認
證。
（三） 給學生的資料要注意品質，例如印刷品。
（四） 職業性向篩選測驗除新生入學普測時相關的測驗，請諮商中心規劃學生於合
理時間點進行施測。
（五） 組內與處內資料於送出前都應具正確性，請各組於送出前都應一再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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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一、

張淑貞組長：處內各組間應以網絡式溝通與合作方式，對外資料也應由最後
送出的人員來做核對，以確保符合學校需求。目前創新人力所聘負責服務學
習同仁去留未定，但已請組內同仁與該位同仁事先辦理交接，但因為該員與
所屬單位亦無法正面回應該同仁動向，使得本組在交接工作上總有些許尷尬
與難為之處，是否請該組予以正面答覆，以利後續工作之延續與推展？
主席回應：目前該員確訂於 10 月 15 日離開學務處服務學習人員一職，還是請課
外組與軍訓室暨校安中心持續進行交接工作。

肆、散會（中午 11 時 35 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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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壹、生活輔導組
一、 本週活動及行政業務
（一） 亞東獎章申請
1. 時間：101 年 10 月 01 日至 10 月 15 日
2. 申請類別：亞東金銀質獎章(學業、技術、才藝、活動、服務及運動)
3. 申請時程：
辦理日期

辦理項目

備註

10.01-10.15

亞東金銀質獎章申請

學生以 100 學年度事蹟依各項獎章要
求提出申請，並送至生輔組彙整轉送
初審單位

10.15-10.18

亞東金銀質獎章初審

初審單位進行初審

10.29-11.02

亞東金銀質獎章複審

獎章審查委員會複審

（二） 101 學年度種籽班級幹部研習
1. 時間：101 年 10 月 03 日(日：12:30-14:30/進：18:30-20:00)
2. 地點：日間部：元智一樓/進修部：方城 408 領導知能演講廳
3. 流程：
亞東技術學院 101 學年度種籽幹部研習活動
課

程

表

時間

課程內容

日間部

進修部

12:30-12:50

18:30-18:40

集合

12:50-13:00

18:40-18:45

學務長致詞

13:00-13:15

18:45-18:55

各幹部執掌說明

13:15-13:25

18:55-19:02

課外組專案說明

13:25-13:35

19:02-19:09

衛保組專案說明

13:35-13:50

19:09-19:16

校安中心專案說明

13:50-14:00

19:16-19:23

處本部專案說明

14:00-14:10

19:23-19:30

諮商中心專案說明

14:10-14:20

19:30-19:37

實習就業專案說明

14:20-14:30

19:37-19:44

4.

日間部

進修部

生輔組專案說明

聯合服務中心
專案說明

生輔組專案說明
19:44-20:00
煩請各單位協助事項：主講人於課程排定 5 分鐘前到場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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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 學年度弱勢助學金作業流程
（一） 申請資格：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就讀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不含研究所在職專班）
，
並符合下列條件者：
1. 家庭年所得 70 萬元以下。
2. 家庭利息所得 2 萬元以下。
3. 家庭不動產價值 650 萬元以下。
4.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
（二） 申請日期：101 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9 日止。
（三） 辦理方式：
1. 開學一週內：公告弱勢助學申請需知（新生家長日資料、新生資料袋、網頁、個
人信箱）
2. 受理學生申請，查驗家庭所得計列人員戶籍資料、成績及前一年度弱勢服務是否
完成。
3. 查驗學生是否具有減免資格，並告知學生以申請減免為優先，協助學生轉申請減
免學雜費。
4.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31 日：進入教育部平台登錄資料。
5. 11 月 20 日前：教育部查核結果通知學校，學校公告查核結果。
6. 12 月 05 日前：
(1) 受理學生疑義查核並佐證資料修正。
(2) 確認總服務時數並依工讀金分配表，調整各單位弱勢助學服務時數。
(3) 公告各單位弱勢助學調整後的時數。
(4) 受理學生服務學習單位申請。
(5) 未自行申請服務單位之學生服務單位分配。
7. 12 月 12 日：
(1) 公告學生服務單位。
(2) 通知學生領取服務紀錄表，並至單位報到服務。
 備註：如教育部查核結果提早公布，則服務時數調整計算及服務學習則可再提早進
行。

貳、處本部
一、十月會議預告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101.10.9

1011(2)學務主管會議

方城會議室 50210

101.10.23

1011(3)學務主管會議

方城會議室 50210

備註
如有提案需送
101.10.24 學生事務會
議請儘可能於本次會
議提出

101(1)學生事務會議
方城師生互動坊
101.10.24
二、學務電子報：每月發行一期，並置於學務處及 e-mentoring 資訊網，請各單位多加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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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課外活動組
1.畢業門檻平日補救措施：
經 101 年 9 月 2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將開放大三以上未通過講座及
志工同學參加。時數需歸零但可於平日參加活動累積時數，於一學年內完成。報名需經過導
師及系主任簽核，參加志工平日補救者會再將報名表轉會簽給校安中心。
2.標竿學習歷程檔案統計：
教學卓越計畫所需要的標竿學習歷程檔案統計，計算【各學年度有建立紀錄者】
，因為系統會
將畢業生統一以 9 年级做區隔，所以無法刪選出各年級群。目前是將所有的活動資料匯出再
依學年度分開統計，但每年都還會有休退學的學生，無法一一剔除，故無法精算出實際比例。
未來 98-100 學年度之數據將以這次所提供的為主，101 學年度之後將會在每學年度結束前計
算，避免畢業生資料遭移除。
3.學務 E 化相關進度追蹤
(1)班級班會紀錄 E 化：
7 月初：與電算中心會議中，提出希望能在開學前完成之要求
7/9：信件提供班會 E 化的需求內容。
9/4：信件詢問鄭建國組長 E 化進度。
9/5：鄭組長回信評估後需開學後才能上線。
9/8：電算中心蔡嘉明提供 E 化流程操作簡報。
9/10：經與鄭組長確認，系統要於”開學後”才能完成，故新生入學輔導中
的新生班班會無法 E 化作業，緊急通知新生班導師改回紙本作業。
9/17：經與鄭組長確認，系統無法於第一週完成，故第一次班會皆無法 E 化
作業，緊急通知各班導師改回紙本作業。
9/17：電算中心提供測試伺服器權限測試。
9/18：測試時發現 101 級的學生資料未建立於測試平台中，請電算中心處理。
9/18：回報第一次測試結果並請協助修正。
9/18：電算中心回覆修改建議。
9/25：再次寫信確認進度，電算中心回覆已於 9 月 21 日上線，後續修改的部
分將於 10 月 1 日上線。
(2)活動點名系統：
7 月初：與電算中心會議中，提出希望能在開學前完成之要求
7/9：信件提供活動點名的需求內容。
9/4：信件詢問鄭建國組長 E 化進度。鄭組長回電已遺失所提供的資料，重新
補寄一次。
9/5：鄭組長回信活動點名系統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
無後續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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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愛，分享」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
(1)時間：101 年 10 月 03 日(三)17:30-20:30
(2)地點：元智一樓視聽室
(3)共 11 組社團分享並於方城 108 作成果海報展示
5.特殊志工訓練
(1)時間：101 年 10 月 06 日(六)-7 日(日)
(2)地點：方城 408.409
6.班級班會：
10 月 15 日-19 日為日間部第二次班會時間，如有資料需要提供各班者，請於 10 月 17 日(三)
前繳至課外活動組。一年級 25 班(含護理 2 班)，二年級 21 班(含護理 1 班)，三年級 19 班，
四年級 16 班。
7.校慶活動：
(1) 時間：101 年 10 月 27 日(六)09:00-14:00
(2) 地點：籃球場&排球場
(3) 活動內容：亞東殘酷擂台及學園季-園遊會。
8.101 年度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社團評鑑
(1)評鑑時間:101 年 12 月 15 日(六)09:00 至 14:00 止
(2)評鑑地點:有庠 B1 大禮堂(暫定)
(3)參加資格:凡本校成立滿一年(含)以上之社團，均應參加社團評鑑。

肆、聯合服務中心
ㄧ、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於 101 年 10 月 9 日召開獎助學金會議。
二、審議徐元智(60 名)、董事長(39 名)、明倫獎學金(5 名)。
三、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申請優秀成績入學獎學金種類
類別
技能優秀入學

人數
103

10,000

1,030,000

高中申請入學 40 級分

55

10,000

550,000

高中申請入學 50 級分

1

20,000

20,000

8

20,000

160,000

成績該類組前 10%
合計

金額

167

總計

1,760,000

伍、軍訓室暨校安中心
一、有關學生畢業門檻部分(志工時數、幹部)，轉學生是否可持原校相關證明折抵之，方式
為何？
二、學生參加志工服務之內容以各單位規劃申請為主﹝透過網路申請方式﹞，如有參加校外
相關活動需認證者，亦請由校內單位作為媒介窗口協助認證之，以維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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