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1學年度第1學期
學務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9月 26日(星期三)上午10時 10分

貳、地點：實驗大樓演講廳                          紀錄：施美玲

參、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肆、主席：劉學務長冠汝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業務單位報告如會議議程。

柒、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一：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條文，請 討論。
說明：

一、依教育部 100年 11月 30日臺訓（一）字第 1000214621號函示辦理，
茲修訂本辦法之條文。

       二、本案已於本年3月9日、3月 21日經本校法制委員會建議修正審議完竣。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學生獎懲辦法如後。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二：改善學生餐廳營運困難案，提 請討論。

說明：

一、依據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膳食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餐廳長期無法多家經營，進駐店家面臨用餐人數不足、經營困難狀況

已多次提出討論，仍無法解決及改善，經膳食委員討論提出主要原因：

（一）餐廳設置地點遠離學生人潮。

（二）單一廠商無法提供多元菜色變化。

三、建議改善作法：

（一）調整餐廳設置地點（請老師提出可行建議）。

※教學大樓1樓：原設置有便利商店，配備較符合餐廳需求。
※綜合禮堂前小木屋：人潮易聚，開放式空間，可降低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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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新大樓：內部規劃時可列入考量。
※新蓋宿舍時，規劃餐廳設置於1樓。

（二）將於「膳食部委辦招商管理委員會」會議提出，增加有意願餐廳業者

進駐，增加學生較多元選擇，留住客源。

擬辦：本案經學務會議通過後提膳食衛生委員會議決議。

決議：（一）調整餐廳設置地點案本次會議保留。

     （二）於「膳食部委辦招商管理委員會」會議提出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三：擬於101學年度實施「學生宿舍網路費另計」，提 請討論。

說明：

一、因應電費調漲、宿舍老舊設備修繕之需要，並建立學生節約能源觀念，提案

「宿舍網路使用者付費」，以利住宿環境提升，營造良好學習機能。

二、目前國立科技大學宿舍網路收費情形調查。

三、本校學生宿舍網路目前未收費，網路費用龐大每學期約 612235元。佔宿舍

支出費用15%。

四、本校目前以量制價與中華電信協商之優惠與個人申請之費用比較。

五、本校優惠專案之每人每年網路費用計算。

六、建議宿舍每學期網路費另計 1000。

擬辦：本案經學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決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四：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提 請
討論。
說明：

一、 為因應目前學生校外活動現況及簡化申請手續修訂本辦法。
二、 檢附條文如後。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條文如附件)。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五：擬廢除「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校外旅遊、參觀活動實施辦法」，
提請討論。

說明：
一、為因應目前學生校外活動現況及簡化申請手續，擬將本辦法相關條文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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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安全輔導辦法」合併修訂，並廢除本辦法，以供學
生做為辦理校外活動之參考依據，並簡化其申請程序。

二、檢附條文如後。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施志昀老師:建議學校有關單位調查學生校外打工安全狀況及工資。

學務長回覆:會後本處將做通盤性調查，以便了解實際狀況。

二、施志昀老師:學生在校園內騎車的安全性及改裝車輛噪音影響安寧

情形，校方是否有管理及改善辦法?

學務長回覆:會後本處將請校安人員加強宣導，也請各位導師於班會時

間也再次提醒及規勸學生。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第一條：為使本校學生敦品 第一條：為使本校學生敦品 法源依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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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學，培養其榮譽感，激發進
取
心，以樹立優良校風，確收
教
育功效，特依據大學法第三
十
二條訂定本辦法。

刪除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懲
罰：得隨時隨地依照規定辦
理，小過以上之  處分前予以  
告知當事人，並予以意見陳
述機會  。  

第八條第  四款：  服儀有違校園  
禮  節  （如正式場合穿著拖鞋、  
奇裝  異  服）  經勸導不聽者。  

第八條第六款：參加集會（即
校慶、校外集會、週會或指定
班級、個人須參加之集會或全
校性之各項典禮、集會活動
等）  、  升旗無故缺席者。

第八條第九款：宿舍內務不
整潔者。

第八條第十四款：在校內  騎  
乘
機車危險駕駛者。

第八條第十六款：違反教育
部
校園網路及本校網路使用規
範，情節輕微者。

刪除

勵
學，培養其榮譽感，激發進
取
心，以樹立優良校風，確收
教
育功效，特依據大學法第二
十
五條之一第一項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第六款：開除
學籍。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懲
罰：得隨時隨地依照規定辦
理。

第八條第  四款：  穿拖鞋進出  
校
園者。

第八條第六款：參加集會、升
旗、態度欠嚴肅者或無故缺席
者。

第八條第九款：服裝儀容或
宿
舍內務不整潔者。

第八條第十四款：騎機車經
警
方取締違規者。

第八條第十六款：違反網路
使
用規範。

第九條第五款：無故缺席重要
集會（即校慶、畢業典禮、開
學典禮、校外集會、週會或指

以其要件予以區分，使受
規
範者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
果，本款之各項已於學則
中載明，故本辦法不再律
定。

為保障學生基本權益，於
受小過以上處分前予以告
知，並給予適切之陳述機
會。

修正內容為學生服裝儀容
應依出席場所不同而有所
規範

第八條第六款與第九條第
五款合併為一款，免予混
淆。

第八條第四款已有規範服儀
部分，因此刪除服裝儀容或
5字。

為免一罪兩罰本辦法僅規
範學生於校內之違規行為。

第八條第十六款與第九條
第十八款合併為一款，免
予混淆。

第九條第五款與第八條第
六款合併為一款，免予混
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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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刪除

刪除

第九條第十七款：侵犯他人
智
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者。

刪除

刪除

第九條第十九款：經性別平
等
教育委員會認定學生對他人
（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
成員）進行性騷擾，情節輕
微
者，同時須  接受心理輔導  。  

刪除

刪除

第十條第十三款：未經准許
張
貼公告或散發傳單，情節嚴
重
者。

第十條第十四款：利用網路
從事非法行為致影響他人名
譽，經當事人向學校陳述，
查證屬實者。

定班級、個人須參加之集會或
全校性之各項典禮、集會活動
）。

第九條第六款：對學校或家
長
有不誠實或欺騙之言行者。

第九條第八款：未經允許在
校
張貼海報字畫者。

第九條第十四款：騎機車未
戴
安全帽登記三次者。

第九條第十七款：侵犯他人
智
慧財產權。

第九條第十六款：未完成註
冊
手續，經第一次催辦仍未依
規
定期限辦理完成，情節輕微
者。

第九條第十八款：違反教育
部
校園網路及本校網路使用規
範，情節輕微者。

第九條第十九款：經性別平
等
教育委員會認定學生對他人
（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
成員）進行性騷擾，情節輕
微
者。

第十條第五款：於學生宿舍
玩
麻將者（含持有麻將牌）。

第十條第九款：參加未經核准
之非法集會，有損校譽者。

第八條第十四款已有明訂，
本條文予以刪除。

本條文由教務處依權責自行
於學則中修正，故於本辦法
不再條列，應予刪除。

第九條第十八款與第八條
第十六款合併為一款，免
予
混淆。

依教育部建議條文內容應
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範疇
之規定。

第十條第三款已有明訂，本
條文予以刪除。

為明確事實，免於涵涉限
制
學生集會結社自由。

為明確事實，免於涵涉限
制
學生集會結社自由。

依教育部建議條文內容應
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範疇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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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第十八款：經性別平
等
教育委員會認定學生對他人
（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
成員）涉及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情節重大者，同時
須
接受心理輔導及      8      小時之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第十二條第二款：留校察看期
間該學期之操行成績概以六十
分為基數。

第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予勒令退
學：

刪除

第十三條第十款：觸犯刑
法，
經法院判刑確定，應入監服
刑
者。

第十三條第十二款：其他違
反
校規，應予勒令退學，經學
生
獎懲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第十五條  學生在校修業期
間，功過累積計算，所受之
功
過可以相抵。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
亦同。

第十條第十三款：擅自舉辦
或
變更未經核准之活動內容，
情
節嚴重者。

第十條第十四款：建立色情
或
暴力網站，或利用網路從事
非
法行為致影響他人名譽者。

第十條第十八款：經性別平
等
教育委員會認定學生對他人
（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
成員）進行性騷擾，情節重
大
者。

第十二條第二款：留校察看期
間該學期之操行成績概以六十
分計算。

第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予勒令退學
或
開除學籍：

第十三條第八款：鼓動風
潮，
聚眾滋事或擅自請願遊行，
致
破壞學校安寧，社會秩序者。

第十三條第十款：觸犯刑
法，
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第十三條第十二款：其他違
反
校規，應予勒令退學或開除
學
籍，經學生獎懲委員會審查

學生留校察看之學期操行
成績以六十分基數，為免
誤
解文字內容，故予修正。

以其要件予以區分，使受
規
範者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
果，故刪除開除學籍字樣。

為明確事實，免於涵涉限
制
學生集會結社自由。

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其犯
行
重大，經法院判刑確定應
入
監服刑時，方予勒令退學。

以其要件予以區分，使受
規
範者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
果，故刪除開除學籍字樣。

學生功過累積計算，係以
其在校修業期間，為免混
淆條文內容意函，將本條
文學改為修。

本辦法經修法程序完成
後，應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
施，再行報請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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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者。

第十五條  學生在校學業期
間，功過累積計算，所受之
功
過可以相抵。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實行，並報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辦法 修正前辦法 說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舉辦校
外活動，係指各系科或
學生社團舉辦校外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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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現況修定之

第三條
活動實施前應行注意事
項：
一、 各系科舉辦校外活
動應於出發一週前，將
活動計畫書及保險證明
文件影本，由班導師或
領隊教師、系主任簽核
後，陳學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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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保險影本5.
經費收支預算6.緊急連
絡電話。 
1 三、 參與校外活動
之同學，至少於出發前

第三條  
活動實施前應行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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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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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申請乘船赴各離島

簡化活動申請流程修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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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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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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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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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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活動實施後應
行注意事項： 
一、校外活動辦理完畢返
校後，應知會學生導
師；各社團則填寫活動
成果表，送課外活動組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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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送學務
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送校務會議討論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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