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年 6月 22日上午10:10

貳、地點：實驗大樓演講廳

參、主席：王副校長明輝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一、自下學年度起，將有陸生、僑生、港澳生及交換生至本校就讀，學校將更

為國際化，請各單位做好各項相關措施，以因應多元的校園環境。

二、目前各行政及學術單位都已完成第一次自我評鑑工作，請各單位針對委

員提供建議，積極做好改善工作，並在自我評鑑執行情形表中詳述具

體做法及改善狀況。

三、學校風車公園及未來風車驗證場地依據本月份主管會報決議，將委由本

校低碳島中心管理，請低碳島中心儘速研擬相關管理辦法。

四、本校研提之低碳島計畫，將於6月24日邀請工研院綠能所團隊到校座

談，屆時請本校有提案同仁與會共同研商如何提案。

五、本校教師評鑑系統已委由資管系建置完成，昨天亦於電算中心舉辦教育

訓練，請本校教師同仁多加利用。

六、感謝本校師長及同仁這個學期來的努力與付出。另暑假將至，同學們若

出遊或打工，一定要注意安全。

陸、報告事項

一、本校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提請  確認。

決議：上次會議紀錄之臨時動議有關師生未於吸煙區抽煙案，紀錄補列學

校的監督管理做法：「函文衛生局定期、不定期到校督檢，並與衛生

局保持密切聯繫，加強宣導師生在吸煙區才能抽煙」。

二、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經費稽核委員會工作報告：

經 100年 6月 1日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決議：

（一）本（100）年度稽核主題為：

1、99年 8月至100年 7月不滿十萬元採購案抽查。

2、99年 8月至100年 7月重大工程抽查。

3、93至 99年編制行政人員及契僱化人力的經費消長狀況。

4、宿舍二位臨時人員工作效益。

（二）稽核小組成員：

由于主任委員錫亮、古委員鎮鈞、陸委員知慧、李委員明儒、陳委員甦彰、洪

委員藝芳、李委員英俊組成稽核小組，執行今年度經費稽核工作。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王教務長瑩瑋

1、100學年度四技技優甄審入學第二階段書面審查作業，於6/1日開始

作業，已於6月22日寄發考生甄審成績單，預定6月24日召開招

生委員會議審議最低錄取分數，6月27日公告正備取名單。

2、100學年度甄選入學，於6/2日開始作業，預定6月24日召開招生

委員會議審議最低錄取標準，並於6月28日寄送甄試成績單，6月

30日公告正備取名單。

3、100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作業已於100年 5月28日下午 5時全

部結束，預定招收 61名，實際報到49名。

4、100學年度研究所入學考試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作業，業經招生委

員會審議最低錄取標準，本次招生共錄取一般生 34名、在職生1名

及在職專班 13名，第一梯次正取生報到至6月 30日截止。

5、本校「100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經教育部核定補助款新台幣5

5萬 4,400元整。

6、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有關99學年度第二學期業師授課部分，

請各執行單位依授課進度辦理課程教學及經費核銷（含學校配合

款），以利計畫結案作業。

7、辦理本校「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提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結案作

業。

8、辦理本校「99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結案作業。

9、辦理 99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期末考核。

10、辦理 9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輔小老師證書發放。

11、本校課程地圖已由高應大協助匯入系統平台，完成初步建置（學生

學習歷程平台），請各系所、中心就平台上之資料再審慎檢核，有

需要增加或修改者，將修正後檔案交教務處轉高應大代為匯入更新。

12、於100年 4月 25日至100年 5月13日受理學生期中停修課程申請，

計188名學生辦理停修課程。

13、審核99學年度暑修學生報名表，於100年 6月 2日至6月16日分梯

次受理報名學生繳費及選課，訂於100年 7月4日至100年 8月13

日（共6週）上課。

14、彙整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100學年度第1學期開、排課資料並登錄

於校務行政系統中，請各系所逕行上校務行政系統查詢相關開課資

訊。

15、於100年 6月 1日召開本校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會議，審議各系、所課程修正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等相關事宜。

16、彙整 100年評鑑教務行政組資料暨簡報。



17、100學年度第1學期初選選課作業訂於100年 8月1日（星期一）上

午 9時起至100年 8月 5日（星期五）24時止辦理，請各系所配合

公告予學生週知。

18、100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大綱請各位教師於 100年 7月24日前完成

登錄。

19、本（99-2）學期碩士學位考試目前共有16位申請，完成口試計有14

位，學位考試請各所於 7月 31日前完成，並於 8月14日前將成績

送教務處登錄。

(二)張學務長鳳儀

【身心健康中心-學輔】

1、「生涯興趣量表」線上施測：100年 4月 25日開通線上施測，可供

1,065人次使用，已通知各班導師相關訊息，可進行個別測驗或

全班施測，並視學生需求選擇紙本或線上測驗。

2、6/21 (週二) 11:30至 13:00 在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辦理義務

輔導老師知能研習暨期末會議，研習內容為「認識生涯興趣量表

及生涯信念檢核表內容暨施測方式」，由呂艾珉心理師主講，歡

迎教師們踴躍參與。

3、本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議建議，校內各學院系所辦理知名人士講

座，建請廣為宣傳週知並開放全校學生參與。

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完成階段任務，上網填寫率達84％。

5、「性別平等教育圖文創作競賽」結果公佈，第一名：資工四甲 楊佩

瑜；第二名：餐旅四甲 陳湘凌、陳湘婷、劉宜芳；第三名：資管

四甲 陳妍廷；佳作：食科三甲 陳宗琳；佳作：資工四甲 林育

民。得獎作品經授權後，將製作成性平教育宣導品或文宣資料。

【身心健康中心-衛保】

6、100年 5月15日（星期日）下午與本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署立澎

湖醫院及菊島關懷協會合作辦理癌症防治教育『六分鐘護一生』暨

骨質密度、血壓量測活動，圓滿結束。

7、9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珍愛生命-健康列車』系列活動

已於 5/20辦理完成，活動成果如附件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9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珍愛生命』 健康列車 系列活
動成果

活動分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成果或參加人數

附件一



健康體位-

 健康補給站

100.03.23

至

100.06.30

『飲品放大鏡』 持續宣導至學期結束

100.03.18

至

100.05.20為期10週

『三人成行-揪團來窈窕』

澎湖菊島  健康 100 減重

啟動---澎科窈窕 363

計 57組 171人參加，總

計減重 486.3㎏，目標

達成率約 81％

100.3.23(三)

18:30~20:30

健康飲食講座系列一

『健康飲食面面觀』

94人

100.3.24(四)

18:30~20:30

健康飲食講座系列二

『健康減重』

64人

事故傷害防制暨
急救訓練-

立即急救站

100.03.14至 03.18(學

理)，03.26(技術)

『急救你我他』

四小時 CPR訓練

100人參加， 72％獲得

CPR證書

100.04.09至

100.04.10

（星期六、日）

8:00~18:00

『急救你我他』

十六小時急救員訓練

50人參加，75％獲得急

救員證照

100.04.28(四)
17:30～19:30

『常見事故傷害
與疾病的緊急處置』 53人

安全性教育-

性福下一站

99.09.29（三）

10:10~12:00

愛之，不要愛滋

系列活動之『停止愛滋，從

我開始』專題講座

43人

99.12.01

至

100.06.15

『愛之，不要愛滋』

系列活動

本校春暉社至縣內高中職以

下的學校進行 8場次愛滋防

治概念宣導活動

進行中，截至6/10已完

成6場，目標達成率

75％

肺結核防治-
肺結核靠邊站

100.03.17(四)

18:00~21:00

傳染病防治-肺結核

（電影欣賞暨有獎徵答）
81人

皮膚保健-
美白讚讚站

99.12.21（二）

13:30~15:20

「皮膚保養」專題講座 85人

8、100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及新生健康檢查已請購，目前招標程序進行

中。

9、5月18日及19日舉辦捐血活動，感謝「澎湖獅子會」贊助獎品暨麥

當勞及水月堂食品提供飲料、點心協助本活動之進行，共捐得

327袋之鮮血。



【生活輔導組】

10、完成采風四樓浴廁管路漏水、碧海樓鍋爐配件損壞腐蝕、藍天樓電

熱水器損壞更新等修繕事宜。

11、針對缺曠過多同學，已請導師約談並與家長聯繫，教官再逐一個

別輔導（計13人），務求善盡缺曠預警之責任。

12、5月14日至15日協助辦理運動會開、閉幕及安全維護相關事宜。

13、協助學生處理校外租屋糾紛計 5件，持續協商中。

14、協助辦理心靈三富「孝、善、禮」巡迴講座。

15、聯絡廠商針對近期檢驗不合格之飲料予以下架。

16、6月 9日已召開膳食部、販賣部、自助式機具委辦招標管理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6月11日已辦理複合型防災疏散演練及持續辦理校

外租屋認證事宜。

17、各系學生交通事故統計如附表二，另學生宿舍夜間送醫統計如附

表三。

99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學生交通事故統計表（統計時間至100/6/13）

院  別 系  別 A1類 A2類 合  計

人
文
暨
管
理
學

院

航運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資管產學攜手專班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2 2

應用外語系

海
洋
資
源
暨
工
程
學

院

資訊工程系

電信工程系 2 2

水產養殖系 2 2

電機工程系

食品科學系

觀
光
休
閒
學

院 觀光休閒系 4 4

餐旅管理系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合計 10 10

備   註
Ａ１類：指有人死亡( 含超過廿四小時死亡者 )或重傷之事故。
Ａ２類：指一般人員受傷或財物損失之事故。

附件二

一

附件三



 99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宿舍夜間送醫統計表（統計時間至100/6/13）

院  別 系  別 合  計 備  考

人
文
暨
管
理
學
院

航運管理系 1

資訊管理系

資管產學攜手專班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

應用外語系

海
洋
資
源
暨
工
程
學
院

資訊工程系

電信工程系 1

水產養殖系 1

電機工程系

食品科學系 1

觀
光
休
閒
學
院

觀光休閒系 2

餐旅管理系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合計 7

【課外活動指導組】

18、99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就學補助經費管理委員會議，通過本學期

清寒助學金錄取人數共16人。

19、於4月27日辦理第二梯次弱勢助學說明會。

20、本學期學生就學貸款退費總額共計 2,650,686元(書籍費退

費:1,149,586元、住宿費(校外):1,435,100元、生活費:66,000

元)。

21、帶領學校部落精靈舞蹈社參加國立澎湖海事水產職校社團成果發

表表演活動。

22、帶領學校部落精靈舞蹈社及街舞社支援七美鄉鄉運表演活動。

23、協助畢聯會及學生會辦理「名人講座-說唱藝術談生活」活動。

24、已於 5月18日辦理「校長與學生有約」座談會。

25、已於 5月25日辦理「運動績優學生訓練績效報告書」審查會議。

【體育組】

26、9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3人 5項破大會紀錄（1500公尺）。

27、100年澎湖縣龍舟賽於100年 6月 6日馬公第三漁港舉行，本校

海運系分獲甲、丁組冠軍，並各獲頒 3萬元及及 8千元獎金。

28、參加校外活動代表學校隊伍，符合誤餐補助規定者，即予以補助

餐費。



(三)丁總務長得祿

1、依統計本校之用電到 4月底依台電資料累計數已較去年減少

189,200度。依本校自設電錶顯示各大樓 100年 05月除教學大樓

成長了 7,895度外（已連續二月正成長）各大樓用電均為負成長，

敬請本校師生員工均能持續保持隨手關閉不必要電源，遵守冷氣

機溫度控制設定不得低於 26℃之規則，以確保本校 100年度之用

電能保持負成長。

2、統計本校用水情形如下： 

　
990106~990601用水情形 1000103~1000530用水情形 平均每日

增加用水累計用量 平均每日 累計用量 平均每日

行政教學 503 3.45 492 3.35 -0.10 

體育館 776 5.32 571 3.88 -1.43 

實驗大樓 8,049 55.13 2,992 20.35 -34.78 

司令台 1,428 9.78 1,002 6.82 -2.96 

教學大樓 1,908 13.07 2,607 17.73 4.67 

圖資大樓 1,272 8.71 1,318 8.97 0.25 

學生宿舍 11,107 76.08 11,699 79.59 3.51 

合  計 25,043 171.53 20,681 140.69 -30.84 

使用天數 146 147 　

註：1.司令台含養殖育苗室等。

3、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補助本校「建築能源效率提升計畫」經費辦理本

校學生宿舍辦理部份熱水鍋爐設備改為熱泵設施之工程案經三次

上網招標均因無廠商投標，已請設計單位檢討，並於6月2日將

檢討修正後預算書圖送本校（將熱泵原有加熱及冷卻能力調降，

以降低預算費用），將於簽辦後送台灣建築中心審查。【加熱能力

由 74,500kcal/hr（74,500/3,024=24.6t/hr）降至

55,120kcal/hr（55,120/3,024=18.2 t/hr）、冷卻能力由

53,000kcal/hr（53,000/3,024=17.5t/hr）降至

42,310kcal/hr（42,310/3,024=14t/hr）】

4、海洋科技大樓工程北棟於6月10日進行三樓柱牆及頂版混凝土澆

灌作業。南棟於 5月18日進行二樓柱牆及頂版配混凝土澆灌作業，

目前正進行三樓柱牆及頂版配筋及組模作業。國際會議廳部份亦

已於 5月28日完成地樑混凝土澆置作業。

5、為確保施工品質已於 5月19日外聘專家學者到工地進行施工品質

督導作業。

6、海洋科技大樓公共藝術設置案已於4月23日召開第一次執行小組

會議及 5月14日召開第二次執行小組會議，並依會中執行小組意



見修正設置計畫書完成，設置計畫書已於 5月 31日函送澎湖縣政

府文化局審議。

7、電話總機更新作業，已於 6月 9日上午10時 30分辦理第二次開標，

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259萬元得標。

8、本季本校飲水機水質檢測，計檢測 13處飲用水設備，大腸桿菌值

為正常值，（如附表），並至各飲水機更新飲水機水質檢測報告。

100年飲水機檢驗紀錄(道濟)

檢驗日期 1000222 1000509 　 　

飲水機置放

處
序號 　

飲水機設備編

號
　 　 　 　

1 一樓 RO出水口 　 ＜1 　 　 　

2 二樓 RO出水口 　 　 右＜1 　 　

3 三樓 RO出水口 　 　 左＜1 　 　

4 四樓 RO出水口 　 ＜1 　 　 　

5 五樓 RO出水口 　 　 　 　 　

6 一樓飲水機 C301 　 　 　 　

7 二樓飲水機 C302 ＜1 　 　 　

8 三樓飲水機 C303 　 ＜1 　 　

9 四樓飲水機 C304 　 ＜1 　 　

10 五樓飲水機 C305 ＜1 　 　 　

11 一樓飲水機 C201 ＜1 　 　 　

12 二樓飲水機 C202 　 ＜1 　 　

13 三樓飲水機 C203 4 　 　 　

14 四樓飲水機 C204 　 　 　 　

15 五樓飲水機 C205 　 ＜1 　 　

16 地下室飲水機 C705 　 　 　 　

17
地下室 RO出水

口
　 　 　 　 　

18 一樓飲水機 C702 ＜1 　 　 　

19 二樓飲水機 C703 　 ＜1 　 　

20 三樓 RO出水口 　 　 　 　 　

宿 

舍

21
一樓飲水機(藍

天)
C601 　 　 　 　

22
二樓飲水機(藍

天)
C602 　 ＜1 　 　

23 三樓飲水機(藍

天)

C603 ＜1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Y1FYvBNVRUAzexr1gt.;_ylu=X3oDMTE1a2l2NGEw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Ml8yODQ-/SIG=11aoc4mdc/EXP=1307628229/**http%3A/www.cht.com.tw/


24
二樓飲水機(采

風)
C401 　 　 　 　

25
三樓飲水機(采

風)
C402 　 ＜1 　 　

26
四樓飲水機(采

風)
C403 　 　 　 　

27
五樓飲水機(采

風)
C404 ＜1 　 　 　

28
一樓飲水機(碧

海)
C501 　 　 　 　

29
二樓飲水機(碧

海)
C502 　 ＜1 　 　

30
三樓飲水機(碧

海)
C503 ＜1 　 　 　

31 一樓飲水機 C801 ＜1 　 　 　

32 一樓飲水機 C808 　 　 　 　

33 二樓飲水機 C802 　 　 　 　

34 二樓飲水機 C809 　 　 　 　

35 三樓飲水機 C803 　 ＜1 　 　

36 四樓飲水機 C804 　 ＜1 　 　

37 五樓飲水機 C805 ＜1 　 　 　

38 六樓飲水機 C806 　 　 　 　

39 七樓飲水機 C807 ＜1 ＜1 　 　

※本年度飲用水水質檢驗合約廠商為道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未達水質標準之點數將停止使用，並立即進行複

查。

※水質標準：總溶解固體量< 100 mg/L，總生菌數<100 MPN/100 mL，總大腸桿菌群<6 MPN/101 

mL。

9、5/6.13.20環安派員至各辦公室及校園內戶外空地檢查登革熱病媒

蚊孳生源及至各辦公室檢查室內冷氣控溫情形 (室內冷氣控溫 26

－28℃且不外洩)。

10、100年 5月26日辦理向東擴增校地協議價購說明會。

11、本校配合「澎湖縣推廣低污染減碳電動機車體驗教育營活動」，自

6月18日起至11月 30日止，每週六、日上午 9時至11時，下午

4時至6時 30分提供民眾試乘服務，有關試乘區如附圖。



(四)林研發長昆旺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開徵求 101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計

畫申請 人除計畫構想書，尚需檢附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明以及

3、4月完稅證明，本次計畫共計 3件提出申請，已於100年 6月

2日送出備審。

2、國科會100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於100年 6

月 9日 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推薦名單共16人，獎勵金分配

採均分方式發放12個月，每人每月獎勵金為 7,812元，本次申

請總金額共1,499,904 元，本處於100年 6月 20日前送出。。

3、教育部補助 100學年度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畫

A-1廣 度研習，可開放跨校教師報名參加。有意願參與跨校研

習之教師，請於100年 6月 16日至6月22日於 A-1廣度研習名

額開放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每位教師至多可報名3項研習課程，

並註明參與之優先順序。各項研習錄取名單將於100年 6月 27日

公告於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之最新消息處。

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100年度「學海

逐夢」 之核定結果，本校入選有 3案，本處業於100年 6月 13

日依規定辦 理請款事宜；選送生最遲應於101年 10月 31日前

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實習。此外，計畫主持人需於計畫執

行期間，定期至本計畫資訊網進行選送生資料維護。

5、陸生新生入學後，本校將辦理「初次入臺輔導說明會」提醒同學有



關學 校或兩岸文教交流相關規範，請各處協助辦理。

6、大學生領導者研討會將於100年 8月1日至100年 8月 7日於泰

國召開，請各系所及各院若有18歲至 30歲符合推薦之優秀青年，

請於100年 6 月 20日填妥申請表，並經由系主任及院長選薦

蓋章後，送至本處報名。本處將於100年 6月 24日前將資料送至

亞洲人權協會，並經由該協會之委員會議審查，以便送出最適

當的學生參加研討會。 

7、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暨國際視野，有意願赴大陸浙江海洋學院交

流學習 之本校學生，請於100年 6月 20日備妥申請資料送至本

處。經本校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後，以校長名義寄發推薦函，俾

利辦理相關程序。

8、本校將訂定三生 (陸生、僑生、外籍生) 手冊，惠請各處協助辦理。

9、有 5名港澳生錄取本校資格，為提高就學意願，將於100年 7月

21日至 7月24日於澳門召開「2011年澳門學生赴臺入學輔導

會」，屆時由本處召開會議，惠請相關處室及單位主管研擬有關

事項及與會人員。

10、本校今年度暑期實習共計 8學系210人次參與，並於100年 6月

15日 召開實習行前說明會。

11、本校今年度通過之100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設學生校實

習課程計畫，共獲得 606,000元之補助。

12、行政院青輔會南區第二次聯繫會報及提升青年就業力工作諮商

交流會，於100年 6月 16日至6月17日兩日假本校舉行，並討

論有關青年就業事宜。

13、本處育成中心於 5月份辦理進駐廠商鑫億海產行、澎湖老五企業

社、星月灣休閒民宿及巴里園冰果室等四家廠商進駐合約書之展

延一年事宜。

14、本處育成中心於100年 6月 15日繳交100年度創新育成中心計

畫之期 中報告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並提出第二期補助款申請。

(五)張主任弘志
1、職訓局人才投資計畫，99 學年度下學期結開課狀況如下：

班別 授課日期 實際授課人數 訓練金額

點心烘焙製作班 100.03.14-100.05.30 26 184,340

特色料理班 100.03.15-100.05.24 24 134,160

英語會話班 100.03.21-100.05.30 16 34,880

芳療保健初階班 100.05.21-100.06.25 14 92,400

2、與經濟部能源局、澎湖縣環保局及工研院綠能所合辦之「澎湖低碳

島電動機車簡易修護訓練班」訂於 6/25～6/25開班訓練。

3、100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二專訂於 7/29～8/10 辦理報名、8/17 舉行

面試、8/24寄發成績單、9/3 完成報到作業。



(六)李館長穗玲

一、圖書資源組

1、圖資館向日本交流協會高雄辦事處申請之日文圖書已通過審

查，於6月17日贈送計約日幣30萬元日文圖書一批。

2、100學年度上學期教科書介購通報已發送各系所，請系所彙

整系上老師下學期授課教科書清單，並請於 6月 27日前彙

整送交圖資館圖書資源組辦理採購。

3、下一學年度圖資館工讀生招募已於6月2日至6月 9日公告，

預計於六月底前完成甄選工作。

4、本館於4月 30日辦理志工種子營活動，計有43人參加，活

動圓滿完成。

5、配合本校20週年校慶及「澎湖作家作品集」書展，5月 9日

邀請陳正國先生演講「倒數第二節車廂」，5月 30日邀請高

世澤先生演講「讓菊島成為世界語言」二場演講活動，活動

圓滿完成。

6、新增試用【HyRead台灣全文資料庫】、【Springer電子期刊】，

歡迎全校師生至：圖資館首頁＞電子資源＞試用資料庫踴

躍點閱。

7、圖資館 100年 1至 5月進館人次共45,866人，各月教職員工、

系所學生及社區民眾之進館人次分佈，詳見表1，供各系所

參考。



表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資館 100年 1至 5月進館人次月統計

類別代號及名

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職員工警 36 29 41 19 28

航運管理系教

師

1 2

資訊管理系教

師

2 1 1

電信工程系教

師

1 1

通識中心(課

程)

3 8 8 6 12

觀光休閒系教

師

4 1 2 4 5

應用外語系教

師

1 1

餐旅管理系教

師

1 1

食品科學系教

師

2 1 4

兼任食科系教

師

2 1

運輸物流系教

師

1 1

電機工程系教

師

1 1

海洋運動系教

師

1 1 2 3 2

語言中心教師 1

兼任助理 72 50 59 96 95

四技學生 42 23 37

四技資管系 465 79 448 501 622

四技外語系 1031 264 1677 1710 2391

四技餐旅系 532 87 487 484 608

四技資工系 354 78 355 374 397

四技電信系 663 75 595 815 604

四技養殖系 493 80 360 609 403

四技航管系 738 127 525 758 632

四技觀光休閒

系觀光

770 192 1066 1043 1178

四技運物系 647 161 570 746 613

四技食科系 828 134 747 1008 922

四技電機系 516 113 492 571 688

四技海洋運動

系

186 26 175 157 156

四技觀光休閒

系休閒

476 141 740 657 770

進四技休閒系 112 23 120 89 114

進四技資管系 82 16 42 65 52

進二專養殖科 2 1 3 1 1

館際合作 2 4 3



8、圖資館 100年 1至 5月讀者借閱冊數共 26,844冊，各月教職員

工、系所學生及社區民眾之讀者借閱冊數分佈，詳見表 2，供

各系所參考。

表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資館 100年 1至 5月讀者借閱冊數月統計

單位名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四技外語系 623 290 2414 1966 2550

四技食科系 91 52 267 158 208

四技海洋運動系 94 24 124 118 90

四技航管系 147 165 472 326 408

四技資工系 61 48 213 148 140

四技資管系 84 79 343 215 174

四技運物系 61 138 344 269 223

四技電信系 59 29 186 114 114

四技電機系 60 37 197 170 198

四技養殖系 89 58 149 106 107

四技餐旅系 112 76 241 187 248

四技觀光休閒系 344 265 785 691 757

服務經營管理研究

所

4 9 1 15 1

服管所再職專班 3 24 13 7 5

海洋創意管理研究

所

6 0 10 11 11

電資研究所 10 12 28 33 38

觀光休閒研究所 35 36 43 37 23

食品科學研究所 24 14 27 23 5

進四技資管系 64 15 45 49 16

進四技觀光休閒系 37 27 33 15 25

海洋運動系教師 1 13 11 2 5

航運管理系教師 0 0 3 1 6

應用外語系教師 3 7 2 0 12

水產養殖系教師 18 24 30 16 9

食品科學系教師 3 10 4 6 15

觀光休閒系教師 113 53 22 20 32

資訊工程系教師 20 12 34 21 6

資訊管理系教師 9 7 11 0 0



運輸物流系教師 0 1 13 8 0

電信工程系教師 0 8 7 4 30

電機工程系教師 12 13 18 7 15

餐旅管理系教師 7 7 0 3 8

兼任休閒系教師 19 10 5 10 0

兼任外語系教師 0 0 3 0 0

兼任電信系教師 0 7 0 0 0

兼任養殖系教師 2 0 8 0 3

國立澎水 0 0 5 2 7

馬公高中 0 16 13 11 6

教官 2 20 23 9 21

通識中心(課程) 61 48 67 54 73

大學部學分班學生 4 2 2 1 2

職員工警 144 81 129 95 135

兼任助理 67 61 56 61 44

教職員工眷屬 25 22 21 27 43

社區民眾 756 662 1018 926 671

校友 252 182 255 238 175

退休教職員工 14 4 12 12 0

進駐廠商 3 4 3 6 0

選讀班一乙 0 0 35 8 19

總計 3543 2672 7745 6206 6678

9、圖資館 100年 1至 5月讀者電子資源瀏覽人數共17,129次，各月讀

者電子資源瀏覽人數分佈，詳見表 3，供各系所參考。
表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資館 100年 1至 5月電子資源瀏覽人數統計

名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中文資料庫 1682 1121 2713 2074 1973

外文資料庫 1059 976 1342 1283 873

中文電子書 200 189 222 241 263

外文電子書 213 219 182 178 126

合  計 3154 2505 4459 3776 3235

二、資訊服務組



1、資訊組協助人事室辦理教師評鑑系統使用說明會於 6月 21

日 10時 10分圖資大樓 5樓第二電腦教室舉辦，活動圓滿完

成。

2、本年度行政用電腦防毒軟體，改為趨勢 OfficeScan（原為

塞門鐵克 Symantec），採 Client/Server架構，可中央控

管。資訊組將派員陸續至各單位安裝，若六月底前尚未安裝

新防毒軟體者，可與資訊組連絡，俾便安排協助安裝。

3、依教育部來函，各機關學校於 100年 7月 31日前完成機關

學校保有個人資料檔案清查作業及特定目的、資料類別修正

提報作業，資訊組擬於 7月 5日10：00於圖資大樓 5樓電

腦教室辦理相關說明會，請各院系所及行政一、二級單位派

員參加。

4、資訊組辦理校慶週活動：5月10日舉辦「個人資料保護法」

研習會，共 52人參加。5月11日舉辦「數位新生活的應用」

研習會，共49人參加。5月13日舉辦「站在”雲端”看世

界」研習會，共150人參加，活動圓滿完成。 

5、教育部 100年度學術機構分組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

練，第一次測試演練時間為 100 年 5月在本校進行演練請

各位同仁小心因應，不要開啟來源不明或與您職務不相關

之電子郵件。校內外郵件皆適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電子郵

件處理原則」及一般垃圾郵件處理原則。

6 、 資 訊 組 調 查 各 系 電 腦 教 室 PaintShop  Photo  Pro

X3（PhotoImpact 最新版）軟體需求，提供合法授權軟體

供資訊工程學系電腦教室（可授權 51台電腦）、資訊管理

學系電腦教室（可授權 56台電腦）、行銷與物流管理學系

電腦教室（可授權 54台電腦）安裝。

三、藝文中心

1、藝文中心於6月 8日至 7月29日，舉辦由本校觀光休閒系主

任李明儒教授指導的學生展出「蛻變！建國百年休閒攝影成

果展」，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蒞臨參觀指導。

2、由通識教育中心主辦，圖資館藝文中心協辦的「菊曦文學

獎」作品展 6月 11日至6月 20日於圖資館藝文中心放映區

展出並於 6月 11日上午 11:00舉行頒獎典禮，活動圓滿完

成。

(七)王主任本賢

1、教育部100.04.18臺人（二）字第1000054690號書函以，夫、妻同

為教育人員或申請人為教育人員，其夫為公務人員，分別養育3

足歲以下之長男、次男，參酌銓敘部99年6月15日部銓四字第

0993215614號書函意旨，原則上公務人員不得以夫、妻分別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為由，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惟為配合政府鼓

勵生育政策並參照該部98年7月3日函釋精神，夫妻均為公務人

員並同時撫育3足歲以下子女2人以上者，如有正當理由，並經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教育人員如遇類此案例，亦比照辦理。

2、教育部100.04.26臺人(二)字第1000066969號函，為塑造創新之

組織文化，提升行政效能，各機關對業務推動上具創新成果之

公務人員，請依相關規定予以獎勵或列為陞遷評分之重要參據，

以利創新成果與陞遷評核相互連結。

3、教育部 100.05.03臺人（二）字第 1000906491號函以有關教師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從事進修活動一案，該函說明二(一)所

敘「原已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規定奉准進修，嗣後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者，准予進修至結業為止」之後段「准予進修至結業為

止」，修正為「進修學位者准予進修至畢業為止」及「進修學分及

其他非學位學分者，准予進修至課程結束為止」。

4、教育部 100.05.04臺人（二）字第 1000072503號函轉銓敘部令

以，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條第1項第2款第6目及第 3

項第 5 款之事、病假日數，應扣除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假

（含延長病假）日數，且不得以安胎事由所請之假作為評定考

績等次之考量因素。

5、退休教育人員優惠存款再調整方案業自100年2月1日開始施行，

並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儘速依公立學校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規定，按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契約到期日

之先後順序，分期重行審定退休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

存款之金額，俾使退休人員得持核定函前往臺灣銀行各分支機

構辦理續存換約相關事宜。（教育部100.04.07臺人(三)字第

1000056427號書函）

6、教育部100.04.11臺人(三)字第1000051725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書函以，為推動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請各

機關學校廣為宣導說明，為利各機關向所屬公教同仁宣導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政策，業已建置相關Q＆A資料於該局網站（網址：

http://www.cpa.gov.tw/）最新消息區，請自行下載利用。

7、教育部 100.04.20臺人(三)字第1000057038號函轉銓敘部令，

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被保險人於 94年 1月 21日以後

退出公保時，因不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條件而依公保法第15條

之1保留公保年資者，如依勞工相關社會保險法規規定，僅得

改投就業保險，於加保期間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

法規退職時，應檢附權責單位出具改投就業保險及依勞動基準

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法規核付退休金之證明文件，比照公保

法第15條之1相關規定，請領公保養老給付。

8、銓敘部令，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



員發給年節特別照護金（以下簡稱年節特別照護金）之退休人

員，其出國期間請領年節特別照護金之規定，重行規定如下：

1.為落實照護早期退休人員之政策，服務機關得經由本部所設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查證退休人員之戶籍及出入境資料；凡

於申請期間在國內尚具有戶籍，且無年節特別照護金作業要

點第3點第1項所列之情事者，於出國期間仍得續予發給年節

特別照護金；惟若出境2年以上而應依戶籍法規定為遷出登

記者，則應停止其領受資格，俟其返國後再申請之年節起，

開始發放。

2.教育部80年 6月 12日 80台華特三字第0577400號書函、81

年 l月29日 81台華特三字第0658239號函、84年 8月24日

84台中特三字第1178782號函及歷次函釋與本令未合部分，

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 100.04.21臺人(三)字第

1000061555號函)

9、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以，有關公教人員任公職前子女已大學畢

業，於任公職後該子女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可否請領子

女教育補助一案，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

「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六、規定略以：「……畢業後再考入相同

學制學校就讀者，不得請領。」，爰公教人員任公職前子女已大

學畢業，於任公職後該子女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係不合

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教育部 100.04.25臺人(三)字第

1000060363號書函）。

(八)陳主任淑霞

1、本校100年度截至 5月底止校務基金收支及資本支出計畫執行概

況，如附表一~二。

2、若委辦或補助機關經費尚未撥款至校或已部份撥款，致使經費不

足支應，可填寫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委辦補助計畫經費墊付申請

表(置於會計室網頁－表單下載)，煩請師長轉知同仁，以利計

畫之執行。

3、本室審核國內旅費時，發現航空公司票面價一樣，但因報支人

員不同，核支金額亦不同，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員工向

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

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請師長轉知轉知同

仁依規辦理。

4、依財政部81年 5月19日台財稅字第 81661406號函規定新台幣

2,000元以上之收據，除水電、郵電、報費、交通費等依法免取統

一發票外，儘量以統一發票作為原始憑證報銷，請師長轉知同



仁依規辦理。

5、校外人員之交通補助費，請註明服務單位名稱、補助起迄地點，

煩請師長轉知同仁配合辦理。

(九)黃主秘國光

1、 5月 8~12日協助辦理大陸招生宣傳工作。

2、協助處理完成電機系呂生相關事宜。

3、完成辦理行政類四組之第一次模擬評鑑工作。

(十)翁院長進坪

1、本院於100年 4月 15日止共有4位教師送審升等：資訊工程系

胡武誌老師送審教授升等；食品科學系張駿志老師、黃鈺茹老

師及陳樺翰老師送審副教授升等。

2、100年 5月4日大陸集美大學蔣院長來訪，並參觀本院養殖場及

風車公園及設施。

3、本院食科系於100年 5月11日下午14:30-17:00於本校圖資大

樓6樓國際會議辦理海洋生物科技研討會，邀請國立台灣大學

黃登福院長、日本長崎大學 Tachibana院長及 Osatomi副院長

等三位教授蒞校演講，並參觀本院養殖場及風車公園及設施。

4、本院養殖系於100年 05月16日邀請日本 ICHIMURA(市村陽二)

董事長 ，蒞臨本校主講：「The aquaculture of pearls in

Japan」演講。

5、本院電信系協辦2011電子通訊與應用研討會(CECA2011)於 5月

19日假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燕巢校區舉行。

6、本院於100年 5月20日邀請中華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黃寶貴教

授、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蔡萬生主

任、本校資訊工程系吳培基教授等三人擔任本校海洋資源暨工

程學院自我評鑑委員。

7、本院於100年 5月23日上午10:10~12:00於實驗大樓一樓會議

室辦理第二場教學觀摩，由電機工程系吳元康老師擔任主講人，

主題：「澎湖低碳島嶼綠色校園的願景」，參與教師人數與發問

情形踴躍。

8、本院食科系於100年 5月25日下午14:00-16:00於本校實驗大

樓一樓演講廳，邀請統一企業品質保證部鄭清和經理主講：

「統一企業統一中國人的口味--淺談統一企業在大陸的發展」。

9、本院食科系所於100年 5月25日邀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楊季清主任、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陳輝煌教授、統一企業品

質保證部鄭清和經理擔任本系所自我評鑑委員。

10、本院資工系於100年 5月27-28日與資管系合辦「第28屆組合數

學與計算理論研討會」邀請雲林科技大學資工系張傳育教授、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系陳昭和教授、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柯建全



院長及大葉大學電機系黃登淵教授蒞臨演講，共計 120人參與

本次研討會。

11、電信系兩組學生專題，參加2011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

作競賽，兩件專題皆入圍，分別為電機類：「無線遠端智慧型

養殖系統」及電資類：「結合 RFID與無線動態密碼之門禁系統」。

本年度電機類全國參賽作品 66件，入圍 6件；電資類全國參

賽作品 152件，入圍 12件。

12、本院申請「100年度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共12位符合獎勵對象

之專任教師提出申請。

13、本院電信系學生專題「大樓火災逃生指引系統」獲 2011南區技專

校院師生產學合作實務專題製作競賽佳作。

14、本院資工系胡武誌主任指導學生劉子安、吳宗哲同學的專題「植

基於光譜去背之半自動化視訊去背研究」榮獲「2011南區技專

校院師生產學合作實務專題製作競賽」之「工程科技」類組亞軍。

15、本院電信系於100年 6月 1日邀請廣達電腦天線設計中心林琦璋

專員專題演講，講題為「手機天線之設計與未來發展趨勢」。

16、100年 6月 9日「大東山珠寶集團」呂樑鑑董事長與呂宏德總經理

來訪，並參觀水產養殖系小丑魚、墨魚及海葡萄養殖場。

17、本院養殖系於 100年 6月 10日(五) 10:30-17:30 及 6月 11日

(六) 11:00-14:00在實驗大樓二樓舉行 96級畢業展(專題)，展

出內容包括實務專題研究成果海報、活動 DIY體驗、影像回顧等。

18、國立清華大學奈米所於100年 6月 13日、 6月 15日與本校電機

系、餐旅系、觀休系及應外系在本校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辨 2011

年 INSS國際研討會，共計125人參與本次研討會。

19、參加100年 6月 14日 2011年 INSS國際研會，參與教授約 40餘

人，分為二批人員拜訪本院並參觀水產養殖系小丑魚、墨魚及

海葡萄養殖場及風車公園。

 (十一)張院長良漢

1、6月8日觀光休閒學院與觀休系合辦邀請北海道自然中心(股)坂

本昌彥社長於院週會專題演講。

2、6月8日觀光休閒學院與株式會社北海道屋外活動中心簽訂合作

協議書

3、6月10日觀光休閒學院與統茂旅館集團簽訂合作協議書。

4、6月6日海運系同學參加100年澎湖縣龍舟競賽，榮獲甲組及丁組

雙料冠軍。

5、6月8日海運系與株式會社北海道屋外活動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書。

6、6月10日海運系與統茂旅館集團簽訂合作協議書。

7、海運二甲張浩同學參加荷蘭世界盃風浪板積分賽第13名。

8、6月25日海運系與中華民國水中協會水上安全救生委員會協辦



「100年行政院體委會游泳池救生員」澎湖區授證檢定。東南旅

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勝國大飯店、元泰大飯店。

9、6月1日觀休系李明儒老師（兼系主任）指導系上學生林芮廷等

十四位參與本校「2011年學生專題製作競賽-觀光休閒類組」榮

獲第三名及佳作、蔡智勇老師指導系上學生楊凱詩等五位參與

本校  「2011年學生專題製作競賽-觀光休閒類組」榮獲第二名。

10、6月1日觀休系戴芳美老師指導系上學生戴碩宏.陳翊綺.蕭逸珊.

李曉昱共4位參與競賽「2011萬能盃全國大專創新創意遊程設

計」入選。

11、6月2日觀休系蔡智勇老師指導系上學生劉玫璟.林怡秀.詹儀柔.周

怡君共4位參與競賽「2011 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創新商品

類」榮獲「優等」。

12、6月3日觀休系蔡智勇及王雯宗老師參加由正修科技大學休閒學

與觀光管理學系舉行之「2011觀光遊憩與休閒學術研討會議」論

文發表。

13、6月8日觀休系與株式會社北海道屋外活動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書。

14、6月8日觀休系本系李明儒副教授兼系主任指導學生於本校藝文

中心舉辦「蛻變！建國百年休閒攝影成果展」。

15、6月10日觀休系與統茂旅館集團簽訂合作協議書。

16、6月16日觀休系辦理「三明治教學-校外實習」說明會。

17、6月26至30日觀休系廈門.泉州學術交流參訪。

18、餐旅系陳立真老師、吳菊老師通過教育部-「學海築夢」100年度

獎助大專校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19、6月8日餐旅系與北海道體驗觀光推進協議會簽訂合作協議書。

20、6月10日餐旅系舉辦「餐旅業職涯發展與畢業校友分享」座談會。

21、6月10日餐旅系與統茂旅館集團簽訂合作協議書。

22、6月30日、7月1日、7月3日餐旅系辦理飲料調製術科技能檢定試

場。

(十二)蔡院長明惠

1、辦理專題講座：

（1）服管所5月4日邀請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宋炳良教授蒞臨演講。

（2）服管所5月31日邀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徐村和教授蒞臨演講。

（3）物流系6月13日邀請鄒伯衡秘書長蒞臨演講。

（4）資管系 5月27日邀請李家同教授蒞臨演講。

（5）應外系 5月6日邀請章超教授蒞臨演講。

（6）通識中心 5月17日邀請吳瓔璇小姐蒞臨演講。

（7）通識中心6月 7日邀請陳文玲教授等十人蒞臨演講。

2、辦理研討會、檢定證照活動：

（1）人管院與觀休院 5月6日、7日辦理「第八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

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評論及審查通過計有41篇，總通過率



約為48%；扣除推薦刊載期刊及未授權出版者 13篇，合計有

28篇收錄於此書面論文集。

（2）資管系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 4月 29日~5月1

日協辦「2011 第五 屆數位學習科學主題研究群研討會」。

（3）資管系與資工系 5月27日、28日舉辦「第28屆組合數學與計

算理論研討會」。

（4）資管系 5 月 21 日舉辦(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100年度校園

夏季全國會考。

（5）資管系 6 月 29 日舉辦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 證照考試。

（6）通識中心 5月25日辦理「大一全民英檢單字競賽」。

3、各系所自評時間：

（1）院所6月 8日辦理自我評鑑。

（2）航管系 5月 7日辦理自我評鑑。

（3）物流系 5月6日辦理自我評鑑。

（4）資管系 99年10月 28日辦理自我評鑑。

（5）應外系6月13日辦理自我評鑑。

（6）通識中心6月 8日辦理自我評鑑。

4、獲獎

（1）莊義清指導澎湖海事水產學校學生參加海事水產策略聯盟技

專高職專題製作成果競賽展榮獲商業與管理群第二名。

（2）王昱傑指導澎湖海事水產學校學生參加海事水產策略聯盟技

專高職專題製作成果競賽展榮獲商業與管理群佳作。

柒、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學務

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要點」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年 6月 8日臺訓(一)字第1000068208C號令頒「大

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要點」修正草案暨修正前「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如附件。因教育部令頒內容大幅修正，故未逐條列出修正前後對

照表。

三、修正重點：1.依部頒處理原則增列學生會代表兩名；2.學生、學生

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本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



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由十日延

長為十五日內(部頒原則建議不得少於十日或超過三十日)，以書

面向本校申評會提起申訴。3.餘悉依據部頒原則內容修正。

擬辦：本修正條文決議報部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列入學生手冊。

決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六、「…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

面向本校申評會提起申訴。…」修正為「…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

施或決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申評會提起申訴。…」

三、請於要點右上方增列教育部核備文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要點(修正後)
86.7.4   校務會議通過

89.12.1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4.23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9.2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3.1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1.1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6.1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4.2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6.2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大學法第三十三

    條第四項及教育部頒「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規定，建立學 生申訴

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校學生

申訴相關規定，向本校提起申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

三、本校為處理申訴人所提申訴案件，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申評會），評議申訴案件。

申評會相關行政作業，由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負責辦理。

四、申評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遴聘之，應有法律、教育、心理學者專家、學生會

代表二名及教師代表擔任委員；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申評會應有委員達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各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議決為通過。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

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五、申訴人就同一案件向本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限。

六、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本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應

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校申評會提起



申訴。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

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申評會申請受理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

一年者，不得為之。

七、申訴書應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

八、本校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

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

訴案，不得延長。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日內補正。其

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九、本校處理申訴案件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人至五

人為原則。

十、申訴提起後，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申訴人得撤回申訴。

十一、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者，應即以書

面通知本校，由本校轉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得知前項情事時，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 於

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

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

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

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十二、申訴案件之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訴案件之評議得通知申訴人、原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場說明或陳述意見。

十三、申評會之評議、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保密。

十四、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前，本校得依職權或依

學生書面之申請，使學生繼續在學校肄業。

本校收到前項學生提出之申請者，應徵詢申訴案件處理單位之意見，並衡酌該

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十五、依前點規定在校肄業之學生，學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六、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議書，

其內容得不記載事實。

前項評議決定書並應依第十九點第一項或第二十點規定，記載不服申訴評議決

定之救濟方法。

十七、評議決定書應依申評會之組織及隸屬，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

評議決定書陳校長核定時，應知會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之單位。原為懲處、措施

或決議之單位認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行者，應於本校申訴相關規定所定期限內，

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校長認為有理由者，

得移請申評會再議，並以一次為限。

十八、評議決定經核定後，本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十九、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自申訴評議

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本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經本校向教育

部提起訴願。

本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交教育部。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本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者，教育部應將該案件移由本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二十、申訴人就本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不

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二十一、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本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其因特殊事

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本校應保

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十二、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冊，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

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二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修正前)
86.7.4   校務會議通過

89.12.1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4.23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5.28  教育部台（九○）訓（一）字第九○○七二二六五號 函復自行修正後同意核定

91.1.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9.2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3.1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1.1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6.1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4.2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特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

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得依據學校申訴辦法之規定，提起

申訴。學生，係指學校對其處分時，具學生身分者。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學生個人權益

者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者，

得依學校申訴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四條　學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並由學生輔導中心負責申評會相關行政作業事宜。

第五條　申評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教師，法律、教育、心理學

者及學校教師代表等擔任，其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申評會應有

委員達三分之二出席會議始得開會。各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議

決為通過。學生獎懲相關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第六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就同一案件向學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原

則。

第七條　學生於收到學校對於個人生活、學習獎懲處分書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受到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後，如有不服，應於次日起十日內

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申訴。申訴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申評會聲明

理由，請求許可。

第八條  學校於收到申訴書後之次日起，應於廿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

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得延長。

第九條　學校對於學生退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本

申訴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後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學校檢卷

答辯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

第十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應以書面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

相關資料。

第十一條　申訴案有調查或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推派委員三至五人成

立『調查小組』為之。

第十二條　申訴人於申評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案。

第十三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或刑

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申評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

中止評議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申評會會議之召開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

關係人到會說明。

第十五條　申評會之表決、委員意見，應予保密。

第十六條　退學或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

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申評會之意見，並衡酌該

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十七條　依前條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

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十八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議

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第十九條　評議決定書應按申評會設置之組織與隸屬，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

分單位。

第二十條　申評會作成評議書，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如認為

有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

知申評會。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以一次為限)。評議書經



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退學之申訴，經評議之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修業、學籍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標準依

左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卅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廿一條　學生遭受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經向學校提出申訴後未獲救濟者，得於收

到申訴評議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學校檢卷答辯後送教育部

提起訴願。訴願時並應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

有關學生不服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未經學校申訴途徑逕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者，

教育部依規定須將該訴願案移由學校依照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第廿二條　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

及時復學時，學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

學籍，待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就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學校規定完成

撤銷退學程序。

第廿三條　學生申訴制度屬學生權益救濟性質，應以學生個人權益受損為前提，不同於

意見反應，故列入學生手冊，並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審 議。

第廿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提 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教育部八十三年十一月九日台（八三）訓字第０六０三四四號函

「加強維護學生安全及校區安寧實施要點」及教育部九十年十一月

十九日台（九０）訓（二）字第九０一六四０六六號函訂定之。

二、 因修訂條文內容過多，請以新訂條文審議。

三、 檢附新舊條文如後。

擬辦：本案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請學務處再詳加研議，提學務會議或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再提校

務會議。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修正後)

                              91年1月2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教育部八十三年十一月九日台（八三）訓字第０六０三四四號函「加強維護

學生安全及校區安寧實施要點」及教育部九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台（九０）訓

（二）字第九０一六四０六六號函訂定之。

第二條  為維護本校學生校外活動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特訂定本校校外學生活動

安全輔導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舉辦校外活動，係指各行政單位、學術單位及學生社團所舉辦

與學生有關之校外教學、參觀訪問、團體旅遊、訓練、競賽、展覽、表演、交換學生

之遊學、社團活動、離島海上等活動。 

第四條  學生校外活動輔導之權責單位，班級、系學會之權責單位為系所，學生社團為

學務處，校外教學為教務處，其他為相關一級單位。

第五條  辦理學生校外活動，各單位應注意下列事項：

1.辦理學生校外活動前，各主辦單位或活動負責人，除應依第四條規定向相關單

位申請外，並應知會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予以登錄；發生事故時，依本校「校園

緊急事件處理流程」通報各相關單位處理。

2.導師應主動瞭解班上學生之校外活動，協助策劃並確保其活動行程之安全性。

第六條  學生校外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1. 辦理學生校外活動應於出發兩週前，（3000公尺以上登山、水上活動或較具

危險性之活動及未滿二十歲之學生應附家長同意書），依第四條規定向相關

單位提出申請。核准後之校外活動應於活動前三天將參加人員名冊、租車合約

書、住宿地點及聯絡電話、保險證明文件影本等資料送生活輔導組備查；如因

天候等因素使活動可能導致危險時，應依學校建議延期舉辦或取消活動。

2. 活動計畫書應詳列活動行程時間、地點、及活動內容，並視活動性質將參加人

員予以任務編組，且需針對活動性質規劃安全須知及應變事宜。

3. 租用遊覽車應選擇車況良好之車輛，並查詢汽車運輸牌照、營利事業登記證、

經濟部核發之公司執照及司機有無不良紀錄等狀況。

4. 校外活動參加人員及車輛均應投保平安險，每人保額至少新台幣壹佰萬元以

上。

5. 活動實施前一週應持續注意活動地區之天候，活動前如因天候等因素致舉辦

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取消或延期舉行。如於活動期間遇發布颱風等重大天

災警報時，應立即中止活動，如無法立即返家，應與生活輔導組聯絡，使學

校瞭解參加人員所在位置及狀況，以便提供必要協助。

6. 活動應依計畫行程實施，所經過之路線應特別注意安全，且需依計畫時間返



回並回報生活輔導組；參加人員如有事先離隊者，應向活動負責人報准。

7. 於校外活動發生意外事故或有發生意外事故之虞時，應立即向生活輔導組回

報，以便學校能立即提供協助與照料。

8. 各權責單位得依活動之性質，如涉水、攀岩、登山、運動競賽與野外活動等，要

求承辦單位於參加成員中至少須有一人具備 CPR等急救之能力，以為意外事

件發生時實施緊急救護，同時應辦妥各項相關活動場地險或旅遊平安險。另凡

辦理上述學生校外活動，每四十人中應至少有訓練合格之急救人員一人（攜

帶急救箱）隨隊參加，請隨申請書一併附上急救合格證明影印本乙份。

第七條  如有違反上述第六條規定，無論是否安全返校，將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

辦法予以議處。

第八條  活動實施後應行注意事項： 

一、參觀旅遊活動辦理完畢返校後，應知會各系科導師；各社團則填寫活動成

果表，送課外活動組備查。 

二、活動完畢返校後，應即自行告知家長。 

第九條  本辦法通過後，編入學生手冊並放置於學校網站中供學生應用，生活輔導組並

應加強對學生家長及學校老師之宣導，使學校能夠結合家長、老師之力量，共

同輔導學生校外活動之安全。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修正前)

                              91年1月2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學生校外活動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特訂定本校校外學生活動安

全輔導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舉辦校外活動，係指各系科或學生社團舉辦社團活動、校外參

觀、旅遊、離島海上等活動。 

第三條  活動實施前應行注意事項： 

1 一、 各系科舉辦參觀旅遊活動應於出發一週前，將活動計畫書及保險證

明文件影本，由班導師、領隊教師、系科主任簽核後，陳學校備查。 

2 二、 學生社團舉辦校外活動應於活動一週前辦理活動申請，由社團指導

老師或領隊教師簽章送課外活動組陳學務處審核備查。社團活動申請書

並附1.參加人員名冊2.活動計畫書3.活動路線圖4.家長同意書（未滿二

十歲者）5.平安保險影本6.經費收支預算7.緊急連絡電話。 

3 三、 申請乘船赴各離島旅遊，應檢附領隊簡歷、活動人員名單及保險證

明文件影本，送課外活動組審核後實施。 



4 四、 參與校外活動之同學，至少於出發前三天善盡告知其家長或法定代

理人活動內容、地點及時程之責任。

5 五、 活動出發前，應由系科主任或社團指導老師召開座談會，加強輔導

應行注意事項。 

第四條  活動實施時應注意事項： 

1 一、 參加參觀旅遊人員與車輛均應投保意外保險，每人保額至少新台幣

壹百萬元正。社團辦理營隊活動如有校外人士參與，亦比照辦理。 

2 二、 凡學生參加參觀校外活動，每四十人中應至少有訓練合格之急救人

員一人（攜帶急救箱）隨隊參加，請隨之附上急救合格證明影印本乙份。

 

3 三、 參觀旅遊應多利用公車，如租用遊覽車應選擇信譽良好之公司辦理

租用手續。 

4 四、 租用遊覽車應符合下列條件：（１）出廠五年內；（２）車況良好

（３）有汽車運輸執照；（４）有營利事業登記證；（５）有經濟部核

發之公司執照；（６）司機無不良紀錄。 

5 五、 校外活動應注意天候地形，並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之發佈、

遠離危險或公告限制進入之區域，如氣象不宜應立即取消行程或延期。

領隊應掌握全盤狀況，切實執行行程計畫，隨時清查人數、處理偶發狀

況；隊員需接受領隊之指揮，嚴守團體紀律，如有違反規定情事，並視

情節輕重依校規處理。 

第五條  活動實施後應行注意事項： 

一、參觀旅遊活動辦理完畢返校後，應知會各系科導師；各社團則填寫活動成

果表，送課外活動組備查。 

二、活動完畢返校後，應即自行告知家長。 

第六條  本辦法送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三)                                      提案單位：教務

處

案由：增修「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則」第4、10、32條，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文字第0990232499號函增訂第4條外國學生入學學

歷採認。

二、為避免學生缺、曠課有一罪多罰的現象，修訂32條條文之規定。

三、檢附條文如後。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條次後面的冒號均請刪除。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經入學

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各年制

各系：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者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者，經入學考試錄取，得入本

校二年制各系三年級就讀。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

校畢業，包括高中附設之職業

類科畢業者，經入學考試錄

取，得入本校四年制各系一年

級就讀。

三、合於相關同等學力報考之規定。

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

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

者。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另

訂之。

第 十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規定課程表辦

理，並須經系主任、教務處核

准。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

得重選，隨班重（補）修之科

目，應於選課時一併辦理。學

生選課辦法另訂之。

第 三十二 條

第 四 條：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經入

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各

年制各系：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畢業者或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

上學校畢業者，經入學考

試錄取，得入本校二年制

各系三年級就讀。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

業學校畢業，包括高中附

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經

入學考試錄取，得入本校

四年制各系一年級就讀。

三、合於相關同等學力報考之規

定。

第 十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規定課程表

辦理，並須經系主任、教務

處核准。凡已修習及格之科

目 ，不得重選，隨班重

（補）修之科目，應於選課

時一併辦理。各系學生於選

課時，不論初選或加退選，

如選有外系課程者，需經本

系及外系授課系主任簽章，

方始有效。學生選課辦法另

訂之。

第 三十二 條

依據教育部臺文字第

0990232499號函「外國

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增訂



授課教師得以學生缺課、曠課時

數，作為學業成績考核之參考。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

女之照顧，致缺課時數逾授課

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

得視需要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

施彈性處理，補考

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某一科目缺課、曠課時數達

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

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學

期考試，該科學期成績以

零分計。因懷孕、分娩或

撨育 3歲以下子女之照

顧，致缺課時數逾授課時

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

績得視需要以補考或其

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

考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專案簽准不列計缺課之公

假，則依專案內容辦理。

校務行政系統 E化，文

字刪除

為避免學生缺、曠課有一

罪多罰的現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則

中華民國 89年6月 3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1年 10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2年 11月 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年2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年 3月19日台技〈四〉字第 930034056號

中華民國 94年 9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26日台技〈四〉字第 940180097號

中華民國 95年6月 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7月21日台技〈四〉字第0950108088號

中華民國 96年 4月 1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5月 8日台技(四)字第0960067295號

中華民國 97年4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5月26日台技(四)字第0970082943號

中華民國 97年6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7月29日台技(四)字第0970147720號

中華民國 98年4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7月 9日台技(四)字第0980117303號



中華民國 98年10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11月 19日台技(四)字第0980198152號

中華民國 99年11月 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12月 13日臺技(四)字第0990211267號

第一篇 總 則

第 一 條：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及有關

規定訂定本學則，據以處理學生學籍及有關事宜。

第 二 條：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另訂之。

第二篇  大 學 部

第一章  入 學

第 三 條：本校於每學年之始，公開招考四年制各系一年級與二年制各系三年級新生、

並得招考四年制二、三年級轉學生，於招生前擬定招生辦法報教育部核定，

其招生簡章另訂之。

第 四 條：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經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各年制各系：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經入學考試錄取，得入本校二年制各系三年級就

讀。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畢業，包括高中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

者，經入學考試錄取，得入本校四年制各系一年級就讀。

三、合於相關同等學力報考之規定。

四、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外國學生

來臺就學辦法另訂之。

第 五 條：本校另依教育部有關規定，接受甄試及甄審錄取學生，酌收僑生、外國籍學

生及其他特種身份學生。

第 六 條：錄取新生入學報到時須繳交有效之學歷證明文件方得入學，其有正當理由預

先申請緩期補繳而經核准者，得先行入學，但應於規定時間補繳，否則取消

其入學資格。

第 七  條：學生因重病或特殊事故，不能於該學期入學時，應依學校規定檢具有關證明

於註冊截止前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一年（因徵召入伍服役，得保留至服役期

滿），經學校核准後，始可於次學年入學，毋需繳納任何費用。轉學生不得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持有證明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學

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

子女之需要申請。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 八 條：學生應依規定日期到校註冊。如因重病或特殊事故而檢具證明文件，於事前

請假核准者，得延期註冊，但至多以一星期為限。未經准假或超過准假日期

未註冊者，新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依本校請假規則辦理。

第 九 條：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照規定繳納各項費用。

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休學或退學者，其退費標準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第 十 條：學生選課須依照規定課程表辦理，並須經系主任、教務處核准。凡已修習及格

之科目，不得重選，隨班重（補）修之科目，應於選課時一併辦理。學生選

課辦法另訂之。

第 十一 條：學生各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二年

制二年級與四年制四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但交換

生、雙聯學制、出國進修、三明治教學課程設計得不受每學期上下學分限制。

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操行成績各在八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在七十分

以上，名次在該系組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者，次學期經系主任核

可後得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並得修習較高年級之必、選修課程。

第 十二 條：學生加、退選科目，應於每學期開課後兩週內行之，經系主任核准後送教

務處登記，逾期不予受理。學生未按規定辦理加、退選手續者，其自行加選

科目，學分概不承認，其自行退選科目成績以零分計。學生不得因加、退選

科目而使其應修學分超過或少於每學期規定學分總數。

第 十三 條：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衝堂各科目概予註銷。

第 十四 條: 學生選修暑期重(補)修課程，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之一：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其要點另訂之。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

第 十五 條：本校採學年學分制。二年制各系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二年，所修學分總數除

體育外，至少須修滿七十二學分，四年制各系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所

修學分總數至少需修滿一百二十八學分。各系得視實際需要，提高應修學

分總數，學生畢業學分數依各系之課程規定。

第 十六 條：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修足規定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得延

長二學年。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身心

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 十七 條：各科目每學期授課以滿十八週為原則。其學分之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

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習、實驗以每週授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

學分，其實際上課時數由各系自行決定。

第 十八 條：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用筆試、口試、查閱筆記、報告等方式行之。

二、期中考試：由任課教師於期中考週以隨堂考試方式進行之。

三、期末考試：由任課教師於期末考週以隨堂考試方式進行之。應屆畢業生



隨低年級修習課程，其期末考試仍依低年級考試時間同時舉行。

第 十九 條：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日常考查、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成績計

算，於本校網路成績系統登錄，並將成績遞送單擲送教務處永久保存；學

生各種試卷應送教務處保管，以備查考或備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調閱，其保

存時間須滿一年。

第 二十 條：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實習及實驗）及操行二種。學生成績之核計採百

分記分法。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以六十分為及格。百分記分與等第

記分法及點數對照如下:

除操行成績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外，其他計分法分為下列五等：

一、八十分以上為甲（Ａ）等：點數四點。

二、七十分至七十九分乙等（Ｂ）等，點數三點。

三、六十分至六十九分丙等（Ｃ）等，點數二點。

四、五十分至五十九分丁等（Ｄ）等，點數一點。

五、四十九分以下為戊（Ｅ）等，點數零點。

第 二十一 條：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採下列方法計算：

一、以每學期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學分積。

二、以每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數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三、以各科目學分積之總和為總學分積。

四、總學分積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零分及不及格之成績在內。

第 二十二 條：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原則上分為日常考查、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成績等三

項。各任課教師依據本科目之教學規範與專業特性等並參照上述三項成

績予以適當考核。各任課教師應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該科目學期成績，各

學期成績於成績考核辦法中另訂核算標準。

第 二十三 條：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擅自更改，但如發現試卷

評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及遺漏者，經任課教師會同教務處查證確實者，

於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並於第1次教務會議(檢附簽呈、原始

成績、任課教師須列席說明)審議通過後予以更正。

第 二十四 條：凡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必修科目（含體育）

不及格須重修。

第 二十五 條：學生於期中及期末考試時因故請假核准者，得予補考以一次為限。公假

補考按實際成績給分，其他事故請假補考者，其成績以六十分為基數，

超過部分以 50%計算，不及格者以實得分數計算。

第 二十六 條：期中、期末考試時，未經准假擅自曠考者，以零分計，不准補考。應參加

補考學生，經規定補考日期而無故不參加考試者，其補考成績以零分計。

第 二十七 條：學生各種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計算，學期總平均成績及畢業成

績，均保留至小數點後一位計算。

第 二十八 條：學生所修全學年之課程，其前學期成績不及格得准繼續修習次學期課程；

至於未修科目之補修時是否需按學期先後順序修讀，由教務長及系主任

共同認定之。



第 二十九 條：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行為者，一經查出，悉依考試規則處置。考試規

則另訂之。

第  三十  條：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於入學時依本校科目學分抵免辦法

申請採計或抵免科目學分。

第四章 請假、休學、復學、退學

第 三十一 條：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照請假規則請假，經核准請假者為缺課其未請

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

第 三十二 條：授課教師得以學生缺課、曠課時數，作為學業成績考核之參考。因懷孕、

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致缺課時數逾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按實際

成績計算。

第 三十三 條：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得向教務處申請休學。申請休學一次以

一學年為原則，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特殊事故或因從事

實務工作，無法及時復學者，經專案申請核准後，得再延長休學年限一

至二年。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而休學者，休學期間不予

計入休學年限，學期中途休學者，最遲應於期末考試之規定時間以前，

提出申請。

第 三十四 條：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須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服

役期滿電請復學者須繳交退伍令影本辦理儘後召集。

學生需辦理緩徵或儘後召集者，應該依高級中等(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申

請緩徵及儘後召集作業程序等相關規定，持有關証件，於註冊時，向學

生事務處申請。

第 三十五 條：休學期滿未復學者以退學論。

第 三十六 條：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之系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就讀；學期中途休

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就讀。

第 三十七 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休學：

一、自上課之日始，其缺課時數達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二、經本校學生事務審議委員會決議必須辦理休學者。

第 三十八 條：學生於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犯校規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予

以獎勵或處分。

第 三十九 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三、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或連

續兩學期二分之一者，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並不

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四、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

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連續兩學期



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五、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內者，不受第三、四款之限制。

六、體育、軍訓(謢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入前三、四、五款學分數內核

計。

七、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之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八、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九、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審議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十、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他校註冊入學者。

十一、無前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者。

第  四十  條：新生入學考試如有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取消入學資格，

或其所繳入學或學歷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其

學籍，且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如在本校畢業後始被發覺，除依法繳銷

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 四十一 條：退學生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其學籍經核准者得發給修業證明

書。開除學籍者，不發給有關修業證明文件，且不得再考入本校肄業。

第 四十二 條：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

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

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或不服申訴決定者，應繕具訴願

書經由學校向教育部提起訴願;不服者再向行政院提起行政訴訟。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

本校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五章  轉系（組）、輔系、雙主修

第 四十三 條：本校學生入學後，得申請轉系（組），轉系辦法另訂之。

第 四十四 條：本校辦理學生轉系（組），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系（組）

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為度。

第 四十五 條：本校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後，得自次一學期起，申請就本校現有之各

系選定一系為輔系，修習輔系者，至少應修畢輔系專業必修科目二十學

分，設置輔系要點另訂之。

第 四十六 條：本校學生前一學年成績優異，得自次一學期起，申請修讀本校現有其他

性質不同學系課程為雙主修，選定雙主修者，應修畢各主修學系之所有

專業必修科目學分，設置雙主修要點另訂定之。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 四十七 條：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必修與選修科目及學分數，成績及格，且操

行、體育各學期成績均及格者，准予畢業。前項學生經審查合於畢業資格

者，由本校依相關規定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第 四十八 條：延長修業之學生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

得申請休學，免予註冊，註冊者至少應選一科目。

第 四十九 條：學生修業期間，合於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畢業：

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全部修畢，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

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

體育成績各學期均在七十分以上。

各學期名次均在該系（組）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

第七章  學籍管理

第  五十  條：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

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

更正。

第 五十一 條：學生在校肄業之系（組）班別、肄業年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轉學、

轉系、休學、復學、退學等學籍記錄，概以教務處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

始表冊為準。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應由本校教務處建檔永久保存。

第 五十二 條：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或身分證字

號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經教務處核准更改。又本校原

發之畢業證書，應送由本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三篇 附 則

第 五十三 條：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五十四 條：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四)                                      提案單位：教務

處

案由：增修「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究生學則」第 3、4、10、13、18條，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技(四)字第0990201172號函辦理修正第 3、10、13、18。

二、依據教育部臺文字第0990232499號函增訂第4條外國學生入學學歷

採認。

三、檢附條文如後。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究生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技術
校院或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外國大學校院畢業得有
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或具
報考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者，經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或
甄試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
校研究所碩士班就讀一般碩士
班。
學生因懷孕或生產並持有證明
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學校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
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分娩或撫
育      3      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申請。

第 四 條：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得入本

校研究所：

一、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技

術校院或大學。

二、具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

力資格後滿三年者，且現仍在

職並持有證明者。

三、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

試錄取者，得入本校研究所碩

士班就讀在職碩士專班。

四、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

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

實者。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另訂之。

第 三 條　　
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技
術校院或大學或符合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外國大學校院畢
業得有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
生，或具報考碩士班之同等
學力者，經本校碩士班研究
生入學考試或甄試入學考試
錄取者，得入本校研究所碩
士班就讀一般碩士班。
學生因懷孕或生產並持有證
明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
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入
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
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之需要
申請。

第 四 條：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得入

本校研究所：

一、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

各技術校院或大學。

二、具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

等學力資格後滿三年者，且

現仍在職並持有證明者。

三、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

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研

究所碩士班就讀在職碩士專

班。

依據教育部臺技(四)字

第0990201172號函辦理

修正第 3、10、13、18修

依據教育部臺文字第

0990232499號函「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法」增訂



第 十 條　
一般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為
限；在職碩士專班修業以一年
至四年為限(學生因懷孕、分娩
或撫育      3      歲以下子女之需要，
得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三條　
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及論文
考試成績均以一百分為滿分，
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
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予重修。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      歲以
下子女之照顧，而核准之事
(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
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得視
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
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
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十八條　
研究生因故申請休學，經核准
後可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
年。休學累計以二年為原則，期
滿因重病或其他特殊事故需再
申請休學者，應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經核准後，得再延長休
學一至二年，學生因懷孕  、分娩
或撫育      3      歲以下子女而休學
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 十 條　
一般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
為限；在職碩士專班修業以
一年至四年為限(學生因懷
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之需
要，得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三條　
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及論
文考試成績均以一百分為滿
分，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
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
予重修。
學生因懷孕或哺育幼兒之照
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
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
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
之一者，該科目成績得視需
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
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
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十八條　
研究生因故申請休學，經核
准後可休學一學期、一學年
或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年
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其他
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
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核
准後，得再延長休學一至二
年，學生因懷孕  、生產或為
哺育幼兒而休學者，休學期
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究生學則

中華民國 93年 9月22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9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10月 21日台技〈四〉字第0940144768號

中華民國 97年4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5月26日台技(四)字第0970082938號

中華民國 97年12月 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4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5月20日台技(四)字第0980081643號

中華民國 98年10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11月 19日台技(四)字第0980198627號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校為配合國家建設，提高學術研究，特遵照「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

設立研究所碩士班，培養高級專門人才，並依據「學位授予法」、「學位授
予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註冊、選課、修業期限、學分、成績、休學、復學、退
學、請假、轉所、開除學籍、學籍管理、畢業及授予學位等悉依照本學則辦理

第 二 章　　入  學
第 三 條　　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外國大

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生，或具報考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者，
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或甄試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研究所碩
士班就讀一般碩士班。

            學生因懷孕或生產並持有證明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學校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入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申
請。

第 四 條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得入本校研究所：

一、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技術校院或大學。
二、具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後滿三年者，且現仍在職並持有證

明者。
三、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就讀在
職碩士專班。

四、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

者。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另訂之。
第 五 條　　本校招收碩士班研究生，應組織招生委員會公開辦理。招生辦法報請教育

部核定，招生簡章另訂之。

第 三 章　　註冊、選課
第 六 條　　研究生註冊入學後，應依各該系（所）規定之科目表辦理選課，其應修課

程及研究論文須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任核准。
第 七 條　　研究生加、退選科目，均應於本校規定加、退選期限內申請，經系（所）主

任之核准，送教務處（組）辦理登錄手續（在職碩士進修專班研究生向進
修部辦理）。未按規定辦理加、退選手續者，其自行加選科目成績學分概不
承認，其自行退選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八 條　　凡未曾修習系（所）指定基礎學科者，應於入學後補修。成績不列入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分計算，但得登載於其歷年成績表。

第 九 條　　研究生為研究需要，經相關系（所）主任之同意，得選修其他系（所）科
目，經相關系(所)主任之同意，其學分得准列入畢業學分內計算。

第 四 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轉所



第 十 條　　一般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碩士專班修業以一年至四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論文六學分另計），如須提高畢業
應修學分數，由各系（所）訂定，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二條  一般碩士班研究生於修業年限內系所未開設之選修課或          重修衝堂
之必修課，得申請至在職碩士專班隨班選修。在職專班研究生於修業年限
內系所未開設之選修課或重修衝堂之必修課，得申請至一般碩士班隨班選
修。

第十三條　　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及論文考試成績均以一百分為滿分，以七十分為及
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予重修。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
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得
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
成績計算。

第十四條　　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為原則，由本校定期辦理之。學位考試辦法另
訂之。

第十五條　　研究所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應並列為其畢業成
績。

第十六條　　研究生不得轉所。研究生為一般或在職身分之認定，以榜單為準，不得變
更。一般碩士班研究生不得轉為在職碩士專班研究生，在職碩士專班研究
生亦不得轉為一般碩士班研究生。

第 五 章　　請假、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十七條　　研究生因故不能上課，需依照請假規則辦理，經核准請假者仍視為缺課，

其未曾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請假規則另訂之。
專案簽准不列計缺課之公假，則依專案內容辦理。

第十八條　　研究生因故申請休學，經核准後可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休學累計
以二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其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應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經核准後，得再延長休學一至二年，學生因懷孕、分娩或為撫
育 3歲以下子女而休學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十九條　　本校研究生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必須辦理休學者，應令休學。
第二十條　  研究生肄業或休學期間，如有違反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者，應由學校按情

節輕重，分別予以警告、記過、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
第二十一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俢科目與學分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不符合複試規定者。
三、除論文外，學期成績全部零分者。
四、學期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五、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六、同時在本校其他學系或國內其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者。

第二十二條　本校應予退學研究生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因入學資格不合而退學者，
不得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

第二十三條　本校研究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歷證明文件入學者，應開除學籍。連
同其他原因開除學籍者，均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第二十四條　本校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研究生，可依本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
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
生得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本校應另
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復學；
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 六 章　　畢業、學位
第二十五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通過本校規定之學位考試者。

第二十六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士班研究生，經本校核准其畢業資格者，由本校發給碩
士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

第 七 章　　學籍管理
第二十七條　研究生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

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二十八條　在校研究生及畢（肄）業生申請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

者，應檢附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報請本校辦理。畢業生之學位證書，
並由本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二十九條　研究生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等事項，由本校自行列管，
並於畢業生名冊註記更改事項。

第 八 章　　附    則   
第 三十 條　新生名冊、退學生名冊、學位授予名冊，應於每學年（期）由本校自行審核

並簽請校長核備，建檔後永久保存。
第三十一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討論事項（五）                                    提案單位：教務

處

案由：增修「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則」第6、10、18、24條，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技(四)字第0990201172號函修正 6、10、18、24條。

二、為避免學生缺、曠課有一罪多罰的現象，修訂 24條文之規定。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校新生因重病、特殊事故或依

兵役法規定服役及懷孕、分娩或

撫育      3      歲以下子女者，而未能

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持有

相關證明得申請保留入學資

格，本校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

格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本校各科組學生，在規定修業

期限內，未修滿該科組應修之

科目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

限，以二年為限(因懷孕、分娩

或撫育      3      歲以下子女者不受限

制)。但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

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十八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得向

教務處(組)申請休學一學期、一

學年或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年

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其他特

殊緣故需再申請休學者，得檢

具有關證明申請延長休學之年

限，其規定由本校學生休復學

辦法訂之。本校學生於休學期間

應征服役者，應檢同征集令影

印本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期

限，俟服役期滿檢同退伍令申

請復學。學生因懷孕、分娩或為

撫育      3      歲以下子女而休學者，

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學期

中途休學者，最遲應於期末考

試之規定時間以前提出申請。

第二十四條  

授課教師得以學生缺課、曠課

第六條     

本校新生因重病、特殊事故

或依兵役法規定服役及懷

孕、生產或哺育幼兒者，而

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

者，持有相關證明得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本校學生申請

保留入學資格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本校各科組學生，在規定修

業期限內，未修滿該科組應

修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延長

修業期限，以二年為限(  因

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者不

受限制)。但身心障礙學生得

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十八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休學，

得向教務處(組)申請休學一

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休

學累計以二年為原則，期滿

因重病或其他特殊緣故需再

申請休學者，得檢具有關證

明申請延長休學之年限，其

規定由本校學生休復學辦法

訂之。本校學生於休學期間

應征服役者，應檢同征集令

影印本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

期限，俟服役期滿檢同退伍

令申請復學。學生因懷孕、

生產或為哺育幼兒而休學

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

限。學期中途休學者，最遲

應於期末考試之規定時間以

前提出申請。

第二十四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

依據教育部臺技(四)字

第0990201172號函修正

第6、10、18、24條



時數，作為學業成績考核之參

考。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      歲以

下子女之照顧，致缺課時數逾

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

成績得視需要以補考或其他補

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按

實際成績計算。

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

者，學生不得參加該科目之

期末考試，該科學期成績以

零分計。因懷孕或哺育幼育

之照顧，致缺課時數逾授課

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

績得視需要以補考或其他補

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

按實際成績計算。

專案簽准不列計缺課之公

假，則依專案內容辦理。

為避免學生缺、曠課有一

罪多罰的現象。

國立澎湖科大學附設專科部學則

中華民國 91年 1月 29日技(四)字第 91010742字號

中華民國 93年 7月28日技(四)字第 930100580字號

                   中華民國 94年 9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26日台技〈四〉字第0940180097號

中華民國 97年4月 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5月26日台技(四)字第0970082942號

中華民國 97年10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11月 28日台技(四)字第0970236345號

中華民國 98年10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11月 19日台技(四)字第0980198626號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學則係依據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專科學校法及其施行細則、專科學

校夜間部設立辦法及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附設專科部處理學生有關學籍事宜，悉依本學則辦理之；本學則未規

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本校附設專科部設二年制日、夜間部：

一、二年制日間部：招收職業學校或具有同等學歷(力)。修業年限二年。(修

業期間必須校外實習者，實習辦法另訂之)。

二、二年制夜間部：依日間部報考學歷(力)外，其餘資格條件，依照當年度

招生簡章有關規定辦理。



夜間部選讀生無學籍，不須經入學考試，凡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經測驗具

有相當成績者，可經各科主任及夜間部主任審查入學，選讀

成績及格應發給學分證明書。

第二章 新生、註冊、繳費

第四條      本校每學年公開招考一年級新生，其招生辦法及簡章另訂之。招生辦法需

報教育部核定。

第五條     本校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期辦理註冊手續，因故不能如期辦理者，須依

照請假規則申請延期註冊，但以一星期為限。未經核准延期註冊又未辦理

休學或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新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以自動退學論。

第六條      本校新生因重病、特殊事故或依兵役法規定服役及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

下子女者，而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持有相關證明得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本校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辦法另訂之。

第七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照規定繳納各項費用。學生註冊後申請休

學或退學者，其退費標準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第三章 轉學、轉科

第八條      本校各科組原核定新生名額，遇有缺額時，除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及最後一

學年第二學期外，各學期得招收轉學生。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本校招生

委員擬定招生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辦理之。

第九條       本校處理學生轉科組，須經有關之科主任及教務長（夜間部為夜間

部主任）核准，並經轉科會議審查通過，必要時須經轉科考試，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二年制日間部學生申請轉科組，應以性質相近之科組為限，並於第一

學年第二學期開始前辦理。夜間部學生現就讀科組如與高級職業學校

畢業科組或服務經歷性質不同，而持有證明書者，得於第二學年開始

以前申請轉科。

二、學生轉科組均以一次為限，並須修滿轉入科組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

方得畢業。

本校辦理學生轉科組，以轉入科組原核定新生名額，以不超過該科組原核

定新生(含加成)名額之二成為原則，本校學生轉科組辦法另訂之。

第四章 修習學分、修業年限

第十條      本校各科組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科組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得延長修業期限，以二年為限(因懷孕、分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者不受限

制)。但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十一條    本校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須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每學期修讀不得少於十二學分，不得多於廿八學分。

二、進修推廣部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限比照日間部，下限不得少於

九學分。

第十二條    本校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八十學分。各科課程，分必、選修科目，必

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第五章 選課、學分抵免

第十三條     本校學生每學期應於規定時間內按照課程表及規定辦理選課，選讀課程

之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本校學生

選課辦法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校日間部、夜間部學生經核准後得校內相互選課；本校未開之課程，經

本校及他校同意，得選修他校課程，但其修習學分數以不超過當學期修習

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十五條    本校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申請准予抵免學

分者，得採計為畢業學分，但至少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上開學生資格

須符合相關規定，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辦法另訂之。

第十六條    本校學生取得之校外學習成就，符合下列規定者，經核准抵免後，得採計

為畢業學分，惟以不超過總畢業學分數四分之一為限。

一、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究

發展並符合課程要求者，得申請抵免實習、實驗學分。

二、在學期間經學校核可，參與本校之校外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並符合

課程要求者，得申請抵免實習、實驗學分。。

前項校外學習成就之認可，應由各科組組成審核小組審查之，必要時

得經甄試通過後，始可准予抵免學分。

第十七條    本校學生入學前於學分班修習及格之專業課程，入學後得申請抵免學分，

經核准後得採計為畢業學分，其抵免學分規定由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訂

之。

第六章 休學、復學

第十八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得向教務處(組)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

年。休學累計以二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其他特殊緣故需再申請休學者，

得檢具有關證明申請延長休學之年限，其規定由本校學生休復學辦法訂之。

本校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應檢同征集令影印本向學校申請延長休

學期限，俟服役期滿檢同退伍令申請復學。學生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 3歲

以下子女而休學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學期中途休學者，最遲應

於期末考試之規定時間以前提出申請。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因從事實務工作得申請延長休學年限，但所修習及格之專業課程

超過一定年限者，須經申請准予抵免學分，方得採計為畢業學分，其年限



及抵免學分規定由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訂之。

第二十條    本校學生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決議必須辦理休學者，應令休學。

第二十一條  本校學生復學時，得入原肄業科組相銜接之年級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

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年級肄業。

原肄業科組變更或停招時，學生得申請轉至本校適當科組年級肄業或跨校修讀，其規定

由本校學生休復學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校學生休學期間，如有違反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者，得由學校按情節輕

重，分別予以警告、申誡、記過、勒令退學之處分。

第七章 請假、缺課、曠課

第二十三條  本校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請假規則辦理請假，經核准請假視為缺課；

未曾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另訂之。

第二十四條  授課教師得以學生缺課、曠課時數，作為學業成績考核之參考。因懷孕、分

娩或撫育 3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致缺課時數逾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

目成績得視需要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按實際成績計

算。

           

第八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補)修

第二十五條  本校為學生採學年學分制，各科組學生須於規定年限，修滿各該科組規定

之必、選修科目與學分，方得畢業。本校各科組畢業學分數依本校報請教育

部備查者為準。

第二十六條  本校各科組課程按學分計算，一學期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十八週為一學

分：實驗或實習課程以每週授課二至三小時為一學分。

第二十七條  本校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實習、體育、軍訓)及操行二種，以一百分為滿

分，六十分為及格。

學生成績得採等第記分法，等第記分法與百分記分法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計

列(等第記分法以丙等為及格)

一、九十分以上至一百分為優等。

二、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為甲等。

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乙等。

四、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為丙等。

五、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為丁等。

六、 未滿五十分者為戊等。

第二十八條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用筆試、口試、查閱筆記、報告或解答習題

等方式行之。

二、期中考試：由任課教師於期中考週以隨堂考試方式進行之。 



三、期末考試：由任課教師於期末考週以隨堂考試方式進行之。

每學期之期中及期末考時間由本校行事曆定之。

第二十九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原則上分為日常考查、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成績等三項

各任課教師依據本科目之教學規範與專業特性等並參照上述三項成績予以

適當考核。各任課教師應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該科目學期成績，各學期成績

於成績考核辦法中另訂核算標準。

第三十條    本校學生成績之登錄，以選課（含加、退選）單為憑。

第三十一條  本校學生學期平均成績採下列方法計算：

一、以每學期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學分積。

二、以每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數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三、以各科目學分積之總和為總學分。

四、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績為總平均成績。

五、總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零分及不及格之成績在內。

第三十二條  學生各種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計算，學期總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

均保留至小數點後二位計算。

第三十三條  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擅自更改，但如發現試卷評分錯

誤，或成績計算錯誤及遺漏者，經任課教師會同教務處查證確實者，於次

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並於第1次教務會議(檢附簽呈、原始成績、

任課教師須列席說明)審議通過後予以更正。

第三十四條  本校學生於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期間，因重病住院或直系親屬之喪假未能

參加考試，經檢具有效證明申請考試假，經核准者得准予補考，並以實際

分數給分。未申請考試假，或未經核准而未能參加考試者，以曠考論，該

科目該次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三十五條  本校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不及格之必修科目

須重(補)修。

第三十六條  本校學生所修課程中，如其科目有先後次序之規定，未修習先修科目或先

修科目不及格，經任課老師及科主任核准者，得先修習在後之科目。

第三十七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

之一者，次學期得酌予減修學分。

第三十八條  本校學生於考試時，若有作弊行為者，一經查獲，除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

算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據學生獎懲辦法予以適當處分。

第三十九條  本校學生考試試卷，由教務處(組)妥為保管一年，以備查考，但依規定提

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結束或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本校學生各項成績，教務處(組)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九章 退學、開除學籍

第四十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二學年仍未修足所屬科組規定應修之科

目與學分數者。



三、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規定應令退學者。(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

況及學習需要，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四、自動申請退學者。

五、經本校訓育委員會決議退學者。

第四十一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修習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

第四十二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

之二者，應令退學。

第四十三條  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

部規定條件之運動績優學生，其學業成績退學，依照規定辦理外，其餘各

項學籍處理，均照本學則之規定，修習科目、除軍訓、體育外，其學業成績

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應令

退學。

第四十四條  本校學生全學期修習科目除軍訓、體育外，總學分在九學分(含)以內者，

得不受本學則第四十一條及四十二條之限制。

第四十五條  應予退學學生得向學校教務處(組)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學或轉學資

格不合而退學者，不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

第四十六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開除學籍或取消入學資格：

一、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歷證明文件入學者，開除學籍。

二、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取消入學資格。

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應開除學籍者，

若已畢業，除依法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四十七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

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

在校肄業。

條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本

校應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

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十章 畢業

第四十八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

學期得免於註冊並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第四十九條  各科學生修業期滿，並修滿各科規定必、選科目學分，成績及格者，准予

畢業，並由學校依法授予副學士學位。

第十一章 學籍管理

第五十條    本校建立學生學籍記載表，其項目應包括：學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外國學生國籍、僑生僑居地、入學身分別、入學



學歷、入學年月、所屬科組、休學、復學、轉科組、所修科目學分成績、畢業年

月、家長或監護人之姓名、通訊地址、入學及畢業時學生相片等。前項學生

學籍資料，本校應永久保存。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生、退學生、畢業生名冊及統計表，應建檔永久

保存。

第五十一條  本校學生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以身分證所載為準。入學

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五十二條  本校學生及畢業生申請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者，應檢

附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報請教務處(組)辦理。畢業生之學位證書，

並由本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五十三條  本校學生轉科(組)及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等事項，由本

校自行列管，並於畢業生名冊註記更改事項。

第十二章 附則

第五十四條  學校寒暑期開班授課及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由本校依有關

規定另訂之。

第五十五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辦法及其他有關事項另訂之。

第五十六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公佈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六)                                      提案單位：人事

室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並自100年 8月1日起生效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99年10月 29日台技（二）字第0990185424號函核定，

本校「海洋創意產業研究所」自100學年度起改名為「水產資源與養

殖研究所」乙案及因應本校業務需要而修正。

二、 本次修正條文前經本（100）年 5月19日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共有組織規程第 3條、第19條、第21條、第25

條、第26條及第 31條等 6條條文修正。

三、 檢附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及其修正對照表（含說明）各乙份。

決議：照案通過。

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 修 正 草 案 ）

第三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與研究單位：

一、 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一）電資研究所（碩士班）。

（二）水產資源與養殖研究所（碩士班）。

（三）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碩士班）。

（四）水產養殖系。

（五）資訊工程系。

（六）電信工程系。

（七）電機工程系。

二、人文暨管理學院：

（一）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二）資訊管理系。

（三）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四）航運管理系。

（五）應用外語系。

（六）通識教育中心。

三、觀光休閒學院：

（一）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二）觀光休閒系。

（三）餐旅管理系。

（四）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四、專科部：

水產養殖科。

本校為配合社會發展及產業升級，於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

准各教學與研究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第十九條  本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資訊館館長

由教師兼任者，均採任期制，以三年為一任，由校長依規定聘兼，得續聘一

任，並以每一學年發聘一次為原則。

          前項單位主管除教務長外，如經校長徵詢本校副教授以上教師無意願擔任時，

得由校長遴聘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代，兼代主管之任期以一任為限。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就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中聘兼。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會計主任分別依相關法令規定任用。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系主任任期為三年一任，得續任一次。

           第一任主管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究發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資訊館館長、

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各所所長、各系（科）主任、及通識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表、技警工代表、學生代表

組成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人數二分之一，各系

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為原

則，倘各系因副教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不足，無法依規定之比例產生教師代



表，應優先推選助理教授為教師代表，倘教師代表之人數仍有不足，始得推

選講師為教師代表。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

分之一。

各代表產生之方法如下：

一、教師代表：由各系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之，推選辦法另訂之。

          二、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推選

二人為代表。

          三、技警工代表：由全校編制內技工、駐衛警及工友推選一人為代表。

          四、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選十二人為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上開出席人員外，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

席人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程。

三、學院、系(科)、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於校務會議規則中定之。

校務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行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圖

書資訊館館長、主任秘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室

主任、會計主任、各所所長、各系（科）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

成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 

二、主管會報：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圖

書資訊館館長、主任秘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室

主任、會計主任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 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所所長、各系（科）主任、通識教

育中心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教務處及進修推

廣部所屬相關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列席。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討論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各

所所長、各系（科）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學生事務處及進修推

廣部所屬學生事務相關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之，必要時得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學生事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討論有關學生事務及獎懲重要事項。

五、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各研究所所長、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及該院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每系一人，並由各該系務會議就專

任教師中推舉產生。院務會議以院長為主席，討論教學、研究、服務、推

廣及其他有關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出、列席會議。

六、系（科）、所務會議及通識教育中心會議： 由各該系專任教師組成之。各

系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

論本系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其他事宜。並得邀請系學生代表出、列席。

第三十一條  本規程得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或由各一級單位提出修

正案，經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修訂之。

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部 份 條 文 修 正 對 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

與研究單位：

一、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一）電資研究所（碩士

班）。

（二）水產資源與養殖研究

所（碩士班）。

（三）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

（碩

     士班）。

（四）水產養殖系。

（五）資訊工程系。

（六）電信工程系。

（七）電機工程系。

二、人文暨管理學院：

（一）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

所（碩士班）。

（二）資訊管理系。

（三）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四）航運管理系。

（五）應用外語系。

（六）通識教育中心。

三、觀光休閒學院：

（一）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班）。

（二）觀光休閒系。

（三）餐旅管理系。

第三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與研

究單位：

一、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一）水產養殖系。

（二）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碩

士班）。

（三）資訊工程系。

（四）電信工程系。

（五）電機工程系。

（六）海洋創意產業研究所（碩

士班）。

（七）電資研究所（碩士班）。

二、人文暨管理學院：

（一）資訊管理系。

（二）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三）航運管理系。

（四）應用外語系。

（五）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

三、觀光休閒學院：

（一）觀光休閒系休閒組、觀光

組。

（二）餐旅管理系。

（三）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一、依據 99年10

   月 29日教育

   部台技(二)字

   第 0990185424

   號函核定，本

   校自100學年

   度起原置「海

   洋創意產業研

   究所」改名為

   「水產資源與

    養殖研究所」

    乙案辦理。

二、為使系、所名

    稱單純化，觀

光休閒系休閒

組、觀光組名

稱修正為觀光

休閒系。

三、其餘部份單位

    名稱序次調

    整。



（四）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四、專科部：

水產養殖科。

本校為配合社會發展及產業

升級，於必要時得經校務會

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准各教

學與研究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

第十九條  本校教務長、學

生

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圖

書資訊館館長由教師兼

任者，均採任期制，以三

年為一任，由校長依規

定聘兼，得續聘一任，並以

每一學年發聘一次為原則。

 前項單位主管除教務長

外  ，  如經校長徵詢本校副

教授以上教師無意願擔任

時，得由校長遴聘本校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代，兼

代主管之任期以一任為限。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就教育部

推薦之軍訓教官中聘兼。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會計主

任分別依相關法令規定任

用。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系主任

任期為三年一任，得續

任一次。

  第一任主管由校長就專

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

之。

（四）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四、專科部：

水產養殖科。

本校為配合社會發展及產業升

級，於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准各教學與研究

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第十九條  本校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圖書資訊館館長由教師

兼任者，均採任期制，以三年為

一任，得連任由校長依規定聘兼

之，並以每一學年發聘一次為原

則；軍訓室主任由校長就教育部

推薦之軍訓教官中聘之；人事室

主任、會計室會計主任分別依相

關法令規定派任。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系主任、各

所所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之任期為三年，得續任一次。第

一任主管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聘兼之。

一、增列學生事務

長等行政單位

主管，必要時

得由助理教授

兼代之法源依

據。

二、其餘部份文字

    修正。

文字修正，將系主

任、各所所長、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職稱，簡稱為系主

任。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

   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

學院院長、研究發展處研

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

圖書資訊館館長、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

任、各所所長、各系

（科）主任、及通識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

表、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

員代表、技警工代表、學

生代表組成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代表人數二分之一，各系

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

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

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為原

則，倘各系因副教授以上

等級教師人數不足，無法

依規定之比例產生教師代

表，應優先推選助理教授

為教師代表，倘教師代表

之人數仍有不足，始得推

選講師為教師代表。學生

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

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

分之一。

各代表產生之方法如下：

一、教師代表：由各系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推選之，

推選辦法另訂之。

二、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

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

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推

選二人為代表。

三、技警工代表：由全校編

制內技工、駐衛警及工

友推選一人為代表。

四、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

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研

究發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圖書資訊館館長、主

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

任、各所所長、各系（科）主

任、及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教師代表、職員及其他編

制內人員代表、技警工代表、

學生代表組成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

人數二分之一，各系

（科）、所、中心教師代表中

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

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

之二為原則，倘各系

（科）、所、中心因副教授以

上等級教師人數不足，無法

依規定之比例產生教師代

表，應優先推選助理教授為

教師代表，倘教師代表之人

數仍有不足，始得推選講師

為教師代表。學生出席校務

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

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各代表產生之方法如下：

一、教師代表：由各系（科）、

所、中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

     推選之，推選辦法另訂之。

 二、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

     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及

     其他編制內人員推選二 

     人為代表。

三、技警工代表：由全校編制

    內技工、駐衛警及工友推

文字修正，將系、

所、中心名稱簡稱

為系。



團

    體推選十二人為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得

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上開

出席人員外，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

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

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

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

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

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

程。

三、學院、系(科)、所及附設

    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

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

專

    案小組之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或

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於校

務會議規則中定之。校務會

議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下列各

種會議：

一、行政會議：由校長、副

    選一人為代表。

四、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

    推選十二人為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得連選

連任。校務會議除上開出席人員

外，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

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

務會議應出席人數五分之一以上

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

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

交議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程。

三、學院、系(科)、所及附設機

    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

    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

   小組之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

小組之組成方式，於校務會議規

則中定之。校務會議規則經校務

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圖書資訊館館

長、主任秘書、研究發

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各所所長、

各系（科）主任、通識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成

之。校長為主席，討論

本校重要行政事項。 

二、主管會報：由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圖書資訊館館

長、主任秘書、研究發

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組成之。校長

為主席，討論本校重要

行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 由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各所

所長、各系（科）主

任、通識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圖書資訊館

館長、教務處及進修

推廣部所屬相關單位

主管、教師代表、學生

代表組成之，必要時

得邀請有關人員列

席。教務長為主席，

每學期召開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討論有關教務重

要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

生事務長、進修推廣部

主任、研究發展處研發

長、各所所長、各系

（科）主任、通識教育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

議：

一、行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圖書資訊館館

長、主任秘書、研究發展處研

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

室主任、會計主任、各所所長、

各系（科）主任、通識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組成之。校長為主

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

二、主管會報：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圖書資訊館館

長、主任秘書、研究發展處研

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

室主任、會計主任組成之。校

長為主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

事項。

 三、教務會議： 由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各所所長、各系

（科）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圖書資訊館館長、教務處及進

修推廣部所屬相關單位主管、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之，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討論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研究發

展處研發長、各所所長、各系

一、文字修正，將

    系、所、中心

    名稱簡稱為

    系。

二、原條文第七款

    關於各處、

    部、室、館、

    中心會議之規

    定不符實益，

    爰予刪除。



中心中心主任、學生事

務處及進修推廣部所屬

學生事務相關單位主

管、教師代表、學生代

表組成之，必要時得邀

請有關人員列席。學生

事務長為主席，每學期

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討論有關

學生事務及獎懲重要事

項。

五、各學院設院務會議：

由院長、各研究所所長、

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及該院教師代表

組織之。教師代表每系

一人，並由各該系務會

議就專任教師中推舉產

生。院務會議以院長為

主席，討論教學、研究、

服務、推廣及其他有關

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

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出、

列席會議。

六、系（科）、所務會議及

通識教育中心會議： 由

各該系專任教師組成

之。各系主任為主席，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討論本系教學、

研究、輔導、服務及其他

事宜。並得邀請系學生

代表出、列席。

第三十一條 本規程得經校務

會議代表三分之一（含）以

上連署或由各一級單位提出

修正案，經校務會議出席代

表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

修訂之。

（科）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學生事務處及進修推

廣部所屬學生事務相關單位主

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

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學生事務長為主席，每學

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討論有關學生事務及

獎懲重要事項。

五、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

各研究所所長、各系及通識教

育中心中心主任及該院教師代

表組織之。教師代表每系、所、

中心一人，並由各該系、所、

中心會議就專任教師中推舉產

生。院務會議以院長為主席，

討論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

其他有關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有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出、列席

會議。

六、系（科）、所務會議及通識教

育中心會議： 由各該系

（科）、所、中心之專任教師

組成之。各系（科）主任、各

所所長、中心主任為主席，每

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本系

（科）、所、中心教學、研究、

輔導、服務及其他事宜。並得

邀請系（科）、所之學生代表

出、列席。

七、各處、部、室、館、中心會

議：由各該單位主管及成員

組 成之。每學期召開會議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各該單位之主管為主席，討論

各單位之重要事宜。



第三十一條  本規程得經校務會

議代表三分之一（含）以上連署

或由各一級單位依行政程序提行

政會議決議提出修正案，經校務

會議出席代表三分之二（含）以

上，通過修訂之。

簡化校務會議提案

程序，俾符實際。

捌、臨時動議

一、賴代表素珍：

    建議經費稽核委員會將教職員宿舍管理費之使用狀況做一個總體檢。

二、古代表鎮鈞：

    有關本校公共藝術設置地點及評審委員組成，可否加以說明？

 

丁總務長得祿：

本校規劃公共藝術設置地點有海洋科技大樓北棟梯廳（室內）、南棟梯廳

（室內）、新國際會議廳南側（戶外）、海洋科技大樓南棟的西側（戶外）

四個點，將公告由藝術家投標，藝術家可選擇其中的幾個點發揮創意。評審

委員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學者專家資料庫，遴聘具藝術專業之

學者專家以及本校具藝術專長之老師擔任。

三、蔡代表淑敏：

    學生家長建議，學生退學通知可否早一點寄發，讓學生及家長即早因

應。

玖、主席結論：

一、請經費稽核委員會注意宿舍管理費之使用是否合理。

二、公共藝術設置之作業進度及相關資料，請公告於學校網頁讓師生了解。

三、有關學生退學通知，教務處已注意相關流程，並請落實執行。


	『飲品放大鏡』
	1、依統計本校之用電到4月底依台電資料累計數已較去年減少189,200度。依本校自設電錶顯示各大樓100年05月除教學大樓成長了7,895度外（已連續二月正成長）各大樓用電均為負成長，敬請本校師生員工均能持續保持隨手關閉不必要電源，遵守冷氣機溫度控制設定不得低於26℃之規則，以確保本校100年度之用電能保持負成長。
	5、為確保施工品質已於5月19日外聘專家學者到工地進行施工品質督導作業。
	6、海洋科技大樓公共藝術設置案已於4月23日召開第一次執行小組會議及5月14日召開第二次執行小組會議，並依會中執行小組意見修正設置計畫書完成，設置計畫書已於5月31日函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審議。
	7、電話總機更新作業，已於6月9日上午10時30分辦理第二次開標，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259萬元得標。
	8、本季本校飲水機水質檢測，計檢測13處飲用水設備，大腸桿菌值為正常值，（如附表），並至各飲水機更新飲水機水質檢測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