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技術學院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七次學務處主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6年12月19日(二) 上午10：00
 會議地點：方城210會議室
 主

席：陳金盈學務長

紀錄：魏曉婷

 出席人員：黃啟峰組長、丁瑞昇主任、鄧碧珍組長、楊佩玲主任、邱天嵩
主任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主題討論
一、 學務處事項宣導。
(一) 今天 106 年 12 月 19 日(二)上午 11 點生輔組舉辦道安教室揭牌儀式活動，請主
管同仁們共襄盛舉參加。
(二) 體衛組規劃每週二下午運用方城 406 教室開設拳擊有氧課程，請課外活動組協
助向社團公告該時段此教室不開放；原元智地下 1 樓餐廳會規劃為撞球教室，
請課外組宣導鼓勵成立相關社團。請學務處善用規劃所屬空間。
(三) 本學期即將結束，請各組將成果存至學務處處本部行政電腦、上傳圖資中心
FMS 網站留存，另外網頁資訊請各組同步與定期更新。
(四) 請體衛組重新檢視體育室法規，請修正後提主管會議討論。
(五) 往後各組有需其他單位協助的狀況，請先知會單位主管再進行，以免訊息漏接。
(六) 因本學年組織重整，請學務處各組重新檢視公文分類號是否符合使用現況，以
進行新增與修正，並於今天 12 月 19 日(二)下班前繳交，以利統整請秘書室文
書組統一更新。
(七) 教育部補助「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申請計畫」
，請職涯中心協助撰
寫，煩請於 106 年 12 月 20 日(三)下班前繳交。
(八) 各單位行事曆訂定之計畫執行如有變更請記得隨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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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6 年度內部稽核學務處均已完成，感謝同仁的付出，接續秘書室會召開稽核
會議，再請各組窗口留意並參加。
稽核人員
日期
9 月 13 日(三)
9 月 20 日(三)
9 月 27 日(三)
10 月 18 日(三)
11 月 01 日(三)
11 月 15 日(三)
11 月 16 日(四)
12 月 13 日(三)
12 月 27 日(三)
107 年 1 月 3 日(三)

稽核單位

備註

第二組
劉明香、吳憶蘭
15:00-17:00
體育室

第三組
朱昌隆、葉乙璇、何丞世
15:00-17:00
衛保組
校安中心
諮商中心
生輔組
課外活動組
服務學習中心
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職涯發展中心
年度稽核結案
年度稽核會議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召開
已完成

(十) 106 年 1 月 23 日(週二)中午 12 點於方城 108 師生互動坊將召開 106 學年度第二
次學務處處務會議，請主管與同仁共同參與。

參、上次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寒假國際志工招募及帶團老師規劃討論。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規劃辦理。
執行情形：已於 106 年 12 月 11 日(一)上簽，並已進入籌備期。
提案二：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組織法」新增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決議：本案緩議，請重新檢視再行討論。
執行情形：依建議修訂後提送學生議會審議後上簽經主管同意後公布施行。
提案三：「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組織法」新增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決議：本案緩議，請重新檢視再行討論。
執行情形：依建議修訂後提送學生議會審議後上簽經主管同意後公布施行。
提案四：廢止「亞東技術學院運動競賽獎學金設置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體育衛生保健組】
決議：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提 107 年 1 月 3 日(三)106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事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修訂「亞東技術學院職涯導師實施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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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提 107 年 1 月 3 日(三)106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事務務會議審議。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107 年度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務與輔導工作計畫申請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6 年 11 月 10 日至臺教學(二)字第 1060162294 號函，本校 107 年
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經費獲教育部補助金額為 1,620,620 元（106 年度
為 1,621,390 元）。
二、教育部補助款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人數依教務處提報教育部 106.10 技專資料
庫人數計算）
三、每校基本額 100 萬+{ 140 元/人*日間部學生人數（研究生 35 人+大學 4,347
人）}+(70 元/人*進修部學生人數 102 人)= 1,620,620。
四、學務處各組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費及配合款
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編列所需年度計畫經費，業於 106 年 12 月 15 日編列
完成，年度計畫詳如紙本附件，請審議。
決議：
一、 請將計畫中「生活輔導暨校安中心」統一改為「生活輔導組」。
二、 請課外組重新檢視經費進行調整，使補助款與配合款符合規定。
三、 請各組再檢視工作項目與用詞否符合現況，並進行修正。
四、 修正後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107 學年度特色主題計畫申請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諮商中心】
說明：
一、 107 年度擬申請教育部「亞東禮讚-友善校園促進自我實現」第三年特色主題
計畫。
二、 計畫經費由諮商中心、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共同撰寫，諮商中心統籌，
本年度申請補助款 15 萬，學校配合款 15 萬共計 30 萬。
三、 107 年度計畫主題規劃如下：
計畫期間

計畫目標

具體措施

單位

概算金額

諮商中心 20,000
01 「生命禮讚」友善校園活動
【禮成】
「愛要及時」系列活動(辦理攝影競
諮商中心 80,000
透過鼓勵、表揚與 02
賽與參訪等)
傳承活動讓「生命
諮商中心 40,000
03 「幸褔心生活」系列活動
第三年
禮讚」
「愛無止境」
（長程目標）
04 「自信有禮」辦理演講及實作活動 生輔組
27,600
有禮相隨走入社
生輔組
05 「禮享品」工作坊等系列活動
72,400
會，成為社會的正
「有愛相隨」系列活動
課外組
06
40,000
能量。
課外組
07 愛是你，愛是我
20,000
合
計
補助款 150,000 配合款 15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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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通過主管會議後送學生事務會議，並依教育部來函規定 107 年 2 月 6 日
前函送教育部。
決議：照案通過，請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
一、 有關教師輔導評鑑表，特教生個別輔導之導師是否可額外納入績效獎勵?(提案單
位：諮商中心)
決議：教師輔導成效是依人事室訂定之「亞東技術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所規範，若老師有疑
慮請洽承辦單位人事室詢問。

陸、散會（10:55）
柒、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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