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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新店校區 第 8 屆學生會
「說出莘裡話」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提案總表
會議時間：108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一 15:30 - 17:20
案次

1

2

提案班級

問題敘述

會議記錄：學權部

學校負責單位

護 535

社團時間強制改成星期五下午五
六節，但我們原本是沒有社課的
社團，這樣我們跟指導老師都很
困擾。強制之後社團就變得一點
也不有趣了，像是強迫上課的感
覺。

學務處

護 535

1082 期末社團負責人會議時有明
確回應，1-3 年級社團時間不會排
課程，請問護 535、護 537 為何會
排課，班上有很多社團負責人。

學務處

學校負責單位回覆
1.目前社課時間統一在
星期五的五、六節，
是為了鼓勵晚上無法
留下來參加社團的學
生參加，讓所有社團
人數都能夠增加。
2.所有的社團都有上課
時間，如果覺得固定
社課時不夠，需要晚
上額外再學習，都可
以提出特申，例如街
舞社、熱音社都是除
了星期五統一時間
外，晚上提出額外時
間。
3.一年級學生自由選一
個社團參加，其他年
級自由參加，社課時
間更動應該不影響興
趣。
1.目前在排課部分，幼
保科、妝管科、口照
科三年級都沒排課，
護理科因班級數眾
多，在專業課程的安
排上有量能的限制，
不得已有被排到專業
的課程，已協商護理
科，下學期這兩個班
級首先避開，但目前
排課老師在排課期程
時無法預知社長幹部
會在哪一班，之後排
課狀況會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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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527

對於同時接兩個社團幹部的學生
不公平，沒辦法用平等的時間在
其他社團上，統一了社團時間，
就只能擇一。

學務處

4

護 525

各社團使用之場地範圍減少，例:
熱舞和街舞皆須使用韻律教室、
體育性社團皆須用操場、熱音社
所有樂器皆須使用練團室、競拉
和羽球社皆須使用禮堂。

學務處

5

護 525

學生有自由選擇參與或不參與社
團之權利。

學務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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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年級共 44 班僅 2 班
被排到課佔 4.5%，本
組已努力，也請被排
到課的班級同學多見
諒。
首先感謝同學這麼熱情
投入社團，相信都是非
常優秀的菁英，目前有
反應這項困擾的有兩位
學生，很難做抉擇下還
是讓學生做了不得不割
捨的決定，歡迎這兩位
同學在四年級來報名大
專優秀青年決選。
原則上在固定社課時間
只能擇一，但社課時間
以外的聚會、活動、自
主練習都是沒有禁止
的。
新店校區的活動空間有
限，的確有些限制，目
前熱舞與街舞自行協商
輪流使用德川以及韻律
教室；操場部分安排了
籃球與排球社；禮堂由
羽球社及競啦分屬台上
台下的空間，熱音社社
課時間在 DB04 上樂理
的部份，不同樂器以晚
上特申練團室的方式因
應，的確不像以往的空
間有很大的自由度，但
課服組儘量滿足同學的
需求，也都情商借用專
業教室使用。
就學生發展的角度，學
校當然希望學生多元學
習，目前就一年級學生
按照自己意願，選擇一
個自己最想參加的社
團，本年度所有的新生
都以第一志願參加自己
的社團，也藉由社團了
解學校，其他年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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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552

學生一到五晚自習原為社課時
間，屬放鬆彈性時間，若改為自
習時間，學生恐壓力過大，無法
負荷。

學務處

護 537

本來可以利用空堂時間看書自習
或者班上有事，例:消班勞、考
試。

學務處

護 537

為了社團額外再排出空堂，不想
參加社團的人進去了，有可能會
擾亂上課秩序，並沒有保障想認
真參與社團人的權益。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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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社團，就整個五年
的學習歷程，學生有
80%的時間是有自由選
擇不參加社團的權利。
再者，讓學生 100%自
由選擇參與或不參與社
團，就社團傳承的概念
將面臨非常高的風險。
每星期二在新店校區是
精進日，沒有社團可以
申請特申，必須進行晚
自習，社課時間只是由
晚上移到下午，仍可放
鬆。
晚上的時間原則上就是
多元學習，同學可以到
電腦教室、圖書館…也
很彈性，如果還是覺得
壓力大，歡迎參加自治
性組織(學生會、各科學
會)。
空堂時間的管理是學習
的一環，看書自習參與
社團課外學習都是很好
的規劃，一年級空堂最
少平均 13 堂/週，規劃
出 2 堂課佔比 15%，還
有很多早自習、晚自習
與空堂可以進行同學指
定的看書自習與消班
勞。
社團社課時間是從晚自
習改到星期五的五六
堂，為的就是讓同學能
夠不用額外再排出時間
參加社團，目前保障所
有二年級以上的同學參
加自己所屬的社團外,一
年級學生以志願選填的
方式選自己喜歡的五個
社團，所有的學生都是
以第一志願入選社團，
沒有同學想像擾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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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532

許多社團都許要搬動桌椅或布置
場地，那改星期五，如果遇集放
時間就不夠場復會變很趕。

學務處

護 532

學生對於某個社團有熱忱但是卻
因為限制名額而導致他無法參加
到喜愛的社團，只能去參加別
的，就本末倒置了。

學務處

護 521

學餐很難吃、價錢太高、出餐速
度可以加快，而且出餐不照點餐
順序，食物也沒有煮熟。

學務處

護 521

不是很懂打掃的意義，如果妳說
打掃是因為乾淨那大家當然接受
對吧，但是校方目前是要求，需
要到手摸馬桶的地步，我覺得就
有點不太合理。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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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努力確保想參加社
團學生的權益。
目前有康輔、韓研、愛
莘、慈青社有反應場地
需要搬移桌椅，我們會
再宣導社課活動時間，
教室是社團活動的班級
學生，淨空桌面避免搬
動桌椅時造成學生物品
掉落，未來規劃跑班教
室供活動量較大的社團
使用。
社 課 結 束 時 間 是 15 ：
20 ， 集 合 放 學 是 15 ：
40，若還來不及，請在
社課結束前即進行場地
復原。
目前的名額是社團在活
動場地容量許可下，社
團自己設定的，1091 社
員人數由 10-100 人，差
異頗大，管理端並沒有
要限制學生的興趣，用
名額的限制造成學生無
法參加到喜愛的社團，
況且我們還有轉社的機
制，絕對是尊重學生選
擇社團的意願。
1.此問題於開學至今，
如有學生提問，學校皆
有協助即時和廠商反
應。
2.本學期學生伙食輔導
會議，學生和廠商反應
的問題，廠商皆有當下
做回應及改善。
3.如學生對於餐點仍有
疑問，可以當下和廠商
或和總務處提出。
廁所打掃的檢查，馬桶
的部份，只有檢查馬桶
園蓋及坐墊，是否有刷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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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525

關於垃圾桶到垃圾場時不能拖
地，校方在勞作教育專區條例並
沒有提到要記個勞，這方面是服
幹未依照條例亂記是嗎？

學務處

護 531

不認真打掃的人就是不認真打
掃，那這樣就變成有認真打掃的
人也要一起被記班勞，很不公
平。

學務處

護 531

請公平分配每班打掃區域，有班
級就被分配到兩間廁所，都是很
難掃的區域，那就很容易被扣分
被記班勞。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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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勞作教育管理要點
第十一條第一項：將垃
圾桶拖地、垃圾桶離身
或大聲喧嘩，予個人勞
作服務一點。
1.學 生 如 果 覺 得 不 公
平，可以請導師協助
提供至少 10 位同學名
單，經班級會議記錄
討論通過，則將此班
勞改登記給予之名單
同學為「個勞」(每學
期每班級僅 1 次機
會)。
2.班勞超過 5 支，學期
中班級可以主動向健
促組申請銷班勞則不
受限 2/3 出席，未到者
班勞轉個勞。
3.針對不打掃的同學，
導師可以扣「勞作時
數」或提出「個勞」
名單給健促組。
4.針對不打掃的同學，
可以「分散掃區」，
請另一位同學協助維
護，導師可予抵「改
過遷善」、「勞作時
數」或記「嘉獎」等
激發學生主動協助，
降低掃區被扣分。
5.不打掃的同學，如果
因通勤原因，可安排
在中午或傍晚。
1.學校的打掃區域，皆
是依據教務處給的班
級人數做安排。
2.如果有遇到不會打掃
或問題，可以向健促
組或服務幹事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