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學年度第一次社會長大會會議記錄
時間：101 年 9 月 26 日﹝星期三﹞19 時
地點：正心樓 0112 演講廳
主席：何學務長 應瑞
出席人員：如簽名冊
主席報告：
今天的焦點將放在社團部分，歡迎同學踴躍發言。
一、六屬性聯盟活動報告
1.自治性聯盟
聖誕週介紹
2.學術性聯盟
學術性聯盟聯合迎新介紹
學術性聯合展覽介紹
3.聯誼性聯盟
感恩教師節活動介紹
4.藝術性聯盟
藝火焚聲介紹
正心之聲介紹
5.服務性聯盟
聯合服務隊介紹
6.運動性聯盟
運動聯盟聯合迎新介紹
社會長運動會介紹
二、頒發證書
各聯盟主席代表領取
三、問題提問
1. 風雨球場的進度別一拖再拖，中山醫學的學生很想要有設施完善的體育場地能活動，不
然身為一名中山醫學生，卻常常跑去外校借或使用外校的體育場地，喪失學生凝聚力。
請問球場哪個時候可以完工?想要的是不會再延期完工的時間。
總務長:本來預計開學即可完工，但因前陣子颱風肆虐下雨無法施工。如天氣許可，預計於十
一月六號完工。
2. 如果風雨球場蓋好後,會讓社團借用嗎?
總務長:基本上風雨球場會讓社團借用，但要看使用情況，如有破壞場地的疑慮，如用火，將
不會借社團使用。
3. 大慶操場何時拆除?拆除後是否沒場地練習壘球?
總務長:預計於今年年底或上半年拆除，拆除後短期內沒有多餘場地可供壘球使用。

Q:如大慶桌球室也會拆除，未來要去哪裡練習?
A:目前法律給學校的建築容積率已滿，會再跟學校、學務長討論處理方案。
學人樓二樓將來可考慮放桌球室，再與會計室討論經費問題。
4. 校本之後,第一次畢典很多系都是在正心樓辦也都會在教室裡場佈,想問各系可以在正心
辦活動,為什麼社團無法在正心樓籌備活動?
總務長:當初在做校園規劃的時候正心樓只供單純教學使用，保全設定晚上會關閉。
學務長:但如有較為靜態的社課或講座，以不干擾夜間部學生為前提，未來可規劃 2~3 間
在正心樓使用；但如果是動態的，如音樂、舞蹈可能不適用。還要特別提醒同學愛惜空
間。
Q:夜間進修部的課程都在那些樓層進行，能否詳細說明，開放其他樓層能讓學生使用。
A:教務方面需要詢問教務處會比較清楚。未來學校會有表演廳，表演廳可能比較適合同學
使用。
5. 表演場地有限 , 只有實一是比較好的場地 , 可是借教室的時間不同 , 只能與其他教室
擇一 , 會影響社團表演 , 而且教室太少搶不到就沒有了。(熱音社)
目前是過渡時期同學可多利用 105、205、305，實一、實二、實三的教室
Q:想詢問實驗大樓施工的確切日期，目前擺在那的鋼琴會移到哪，好讓同學們利用?
A:十月中實驗大樓因要施工，將不供同學使用。鋼琴移動到哪較為合適會再討論。
Q:學校提供的鋼琴音準有些問題能否請學校調整一下?
A:很抱歉今年編列預算有疏忽，明年會將經費的一部份做為鋼琴調音。
6. 社團的器材壞了 , 器材上有貼學校的資產 , 是否可以請學校維修 , 社團目前沒有經費
可以維修了。(熱音社)
A:學校經費都需要經過編列才能拿來使用，今年年底會請社團整理需要維修的部分提出，
在四月編列預算時會將這筆款項列入。
7. 學校補助的經費遲遲不下來 , 上學期的拖到下學期 , 有些拖一整年 , 社團本身就沒有
經費了 , 學生自己墊錢沒錢用不好吧。(熱音社)
A:學校核銷有一定程序和時間，除了大家申請的收據要對之外，時程也很重要，一旦被
退件，收到錢的時間就會晚後延，請大家活動辦完，盡快辦理核銷。
8. 希望能增加設備尤其相機，不然沒辦法留作品是個很大的問題，請學校讓步讓我們購買
數位單眼。(天文社)
A:社團經費都會優先擴充購買全校皆能使用的共用設備，單一社團才會使用到的物品須等
共用設備添置完才會購買。
9. 學人樓 2 樓的空地不知道可不可以加裝電燈,因為服務性社團的東西放那裡,如果晚上要
去拿東西,都只能摸黑去拿。
A:會請營繕組評估過後再加裝電燈。
10. 社辦內的插座希望能"有功能".目前需要用電都要用電纜接外面的插座。
A:會請營繕組評估過後看問題點是什麼再處理。
Q:學仁樓四樓領袖社社辦也沒有電。
A:下禮拜請各社團再確認後回報，學校會盡快處理。
11. 學生系學會及社團辦公室通風不良，導致無法好好使用。
A:會請營繕組評估過後看能怎麼改善，沒有技術與安全上的問題會幫同學加裝。

Q:魚友社會再社辦養魚類，天氣過熱往往導致動物死亡，能否有解決辦法?
A:因學校實施節能政策，如正心樓、實驗大樓晚上冷氣都會關閉，要在學人樓加裝冷氣不
太可行。
12. 學人樓 5 樓社辦內的通風情況不太好，加上我們是頂樓邊間，有太陽直曬的問題，是否
有解決方法?
A:因學校實施節能政策，如正心樓、實驗大樓晚上冷氣都會關閉，要在學人樓加裝冷氣
不太可行。
13. 酷熱的社辦，實在令人待不下去，希望能夠盡速加裝冷氣!主要是指學人樓 528 團練室(國
標踢踏團練室)
A:因學校實施節能政策，如正心樓、實驗大樓晚上冷氣都會關閉，要在學樓加裝冷氣不
太可行。
14. 學人樓社辦裡面馬桶水沖出來有鐵鏽，可否請學校巡視水塔或蓄 水池內部的狀況。
A:哪一間社辦？平常就可以反應給啟文哥，請營繕組協助處理。
15. 全校各系各有所學，希望可以舉辦聯合性活動，例如聯合成發，或是免費健康檢查，為
民眾或是為大家服務。
A:請學生會與聯盟主席規劃，課外組配合辦理。健康檢查不在社團範圍之內
16. 課外百分百辦法不定，是否可以發通知單詳細告知?
A:已經發信給系祕轉告大一、大二導師進行宣導，不清楚者可以上課外活動組網頁查詢。
(請參閱學校 網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課外學分百分百看板）
，各位如有問題可提出會
再集結後回答大家。
17. 實驗大樓地下室的樓梯需要照明.晚上摸黑上下樓梯有點危險
A:會請營繕組評估過後看能怎麼改善，沒有技術與安全上的問題會幫同學加裝。
其他問題:
Q:風雨球場的規劃是那些類別的運動?
A:風雨球場以多功能的方向規劃，確切的項目確認後會再跟同學說明。

另外關於課外百分百時數的累積問題
說明:
100 學年度入學的學生，101 學年度起也是要適用 101 學年度的課外百分百時數認證制
度，如此一來，大一時所累積的時數應該還是可保留累計，但是到了大二，要遵行新的，那
到了大三呢?這樣經常修改的制度，身為學生的我們，心裡難免會想，難保到了另一個新的學
年度不會再有所更動，不知道要何去何從。
問題 1:
我們可以安心的遵從、執行這個制度嗎?
A：課外學分百分百實施是在鼓勵學生多走出來不要當宅男女，讓社團活動能更繁榮，並讓
大家在大學參與的活動能夠有紀錄。不只中山醫，很多學校也有實施類似的規定，希望今年
實施的制度能培植同學的軟實力，對於日後求職也有所助益，制度大致上都已確定，只會小
修不會有大幅度的修改。
Q:醫學系目前有人文時數，可否與百分百時數一起認證?
A:醫學系目前的社會人文領域應該能再區分看那些符合百分百的六大領域再做申請認證。其
他各系的也能看怎麼規劃活動，使活動符合六大領域的規定再做申請認證的動作。
Q:舊制的時數沒有區分類別，那大家已拿到的時數該怎麼分配?
A:因大一大二的計中系統是同一個，邏輯上可以區分，但在技術執行上要區分會有困難，不
可能為了 100 學年的這屆使兩種系統同時存在。
說明:
以 100 學年度入學的學生為例，101 學年度起，要遵行 101 學年度的課外學分百分百」實施
辦法，假設要於畢業前完 72 小時的校級開設之六大基本能力相關活動，以每活動最高可認列
3 小時來計算，至少必須參加 24 個活動，且要符合六大基本能力各 4 個，意即 100 年入學的
同學必須在 3 年內完成，平均一年必須參加 8 個活動，但是絕大部分科系的同學到了四年級
甚至三年級即開始有實習課程，也就是說，四年級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來參加活動，必須 2
年(甚至 1 年)內完成，幾乎可謂不可能的任務。 再以 100 級護理系學生為例，大三下學期開
始周一、二、三實習，周四、五回學校上課，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參加活動，深感必須要在
大二時完成所有時數才能確保自己能順利畢業。 附註:且並非每個活動皆可認列到最高 3 小
時
問題 2:

身為學生的我們該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兼顧學業課程的同時全心參與學校課外活動，累積達
到畢業標準的課外活動百分百活動時數?
A：100 年入學的同學必須在 3 年內完成，平均一年必須參加 8 個活動，應該不難達成。倒是
轉學生，鑑於證明資料和必須下修大一、大二課程，課外組擬同意大二轉學生折底 25 小時，
大三轉學生折底 50 小時。至於如何達成 100 小時畢業，以下算給大家參考，應該不難達到。
101 級新生，服務學習 8 小時可折底，實際為課外學分 92 小時
100/8=12.5 hr
100/6=17 hr （大三完成）
大一 系學會 7hr 社團 7hr 其它活動 10hr (4~5 個活動)
志工服務 9hr

33hr x2=66 hr

校隊、競賽 9hr
（7x2+8=22hr）大二轉學生折抵 25 小時，大三轉學生折底 50 小時。
大二 系學會幹部 7hr、社團幹部 7hr
33+14=47x2=84 hr
大三、大四補齊 100 小時，符合六大基本能力各 12 小時。

說明:
參與社團活動(指參與社課)、擔任社團幹部、擔任學生代表參與各項競賽，各項每學期最高
可認列 7 小時
問題 3:
請問以上項目是否可列入六大基本能力的分類?
若可以是依照什麼標準? 若無法列入六大基本能力的分類，意即學生擔任學生代表參與各項
競賽、參與社團活動、擔任社團幹部，只要達到 28 小時(100-72=28)的額度即可?
可以列入六大基本能力，在合理的說明下，由社會長決定將七小時列入幾個基本能力來認列。
2~3 個基本能力，若不在這些能力的活動，建議將活動變成校級的活動來認列。

二、關於課外活動百分百時數累積的六大基本能力的分類 說明:
「課外學分百分百」實施辦法，為落實本校教育目標，特依｢中山醫學大學全校學生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力培育暨認證辦法｣訂定本辦法，而「修習時數」的規定中，學生於畢業前至少修滿
100 小時，始得畢業；至少含校級開設之六大基本能力相關活動 72 小時，其中六大基本領域
包含口語與寫作溝通能力、資訊科技運用能力、邏輯與計算推理能力、人文關懷能力、倫理
涵養與道德思辨能力、創意與審美能力，為中山醫學大學要求學生畢業前達到的基本能力 ─
醫學人文素養與公民素養的細項，和通識教育的課程分類也有相似之處，但明顯可見，其中
唯獨缺少了和『體育』相關的領域，學校課程上有必修體育，而「課外活動」沒有把『體育』
列入六大基本能力中。
問題 4:
請問學生參加體育性質的課外活動是否也有相對應的領域可認列時數? 亦或是體育性質的活
動也可以列入六大領域的分類?
A：可以的，參與校隊另外認列。系隊歸在系學會活動中認列。
三、關於課外活動百分百時數的累積的查詢 說明:
以 100 學年度為例，過去許多演講皆標示可認列課外百分百時數，許多同學也因此前往聆聽，
但事後卻發現，努力去聽了很多演講，得到的時數卻是不對等的，很多先前標明有時數的活
動卻因為程序上或內容不符合，而未得到認證，並非每位皆清楚知道申請認證的過程，到了
期末看到系統才知道實際獲得的時數。雖然目前學生資訊系統上有可查詢「學生活動時數」
「課外活動查詢」的功能，但學校系統/網頁時常點進去沒東西可看，或未及時更新訊息，也
就無法充分利用其功能。
問題 5:
請問學校系統是否可以讓我們隨時查詢目前累積的時數以及確定有時數認證的活動?
A：目前系統正在轉進同學 100-2 的資料，請耐心等候。不只是時數，有申請認證的活動也可
以查詢的到。課外組也已經發信給系祕轉告大一、大二導師，對課外學分百分百不清楚的同
學可以上課外活動組網頁查詢。(請參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課外學分百分百看板）
四、關於學校系統、制度的說明 說明:
以自身體驗及與同學討論得到的共識，我們於 100 年學年度入學，學校提供學生的許多資源，
但常因為傳達、講解不夠明確，而枉失其功能。意即是，我們無法完全了解學校的講解。例
如:e-portfolio，雖然利用週三全校性活動的時間安排介紹，但實際功能，我們卻不明瞭。又如:
課外百分百時數，是為輔助 e- portfolio 的子系統，以及其可認證的內容和程序等。我是近日

參加領導人研習營，才有機會更加了解，但並非每位同學皆有如此機會，聽到如此清楚明瞭
的講解，而比以前更了解一點點這些制度。
問題 6:
請問校方可否提供詳細解說配套措施，使身為學生的我們，能夠完全明瞭，以免影響日後權
益?
A：課外組會加強宣導，請社會長、系秘書、班導師、同學信箱都再次寄信宣導。相關規定
請參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課外學分百分百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