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5學年度第2學期學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3月 15日(星期三)上午12時 10分

貳、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紀錄：施美玲

參、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肆、主席：張學務長鳳儀

伍、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本次會議，本次會議提案討論方向為代表組訓管理辦法

的討論，委員若有相關建議也請委員提出讓這辦法更完善。

陸、業務報告：業務單位報告如會議議程。

參、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體育組

案由一：本處體育組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游泳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提昇學生游泳技術及自救能力，設立15公尺游泳或漂浮30秒為畢業合格

標準，爰制定本辦法。

二、檢附「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游泳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三、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生效。

決議：本提案保留。



提案單位：學務處體育組

案由二：本處體育組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積極培養運動優秀人才，經檢討現行相關措施後，爰修正本辦法相關規

定。

二、檢附「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及「修正條文對照

表」。

三、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條文如對照表。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修正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運動代表隊之成立

ㄧ、凡本校學生發起始得成

立，聯名發起人數依大專體育

總會各單項正式比賽報名人數

而定，先向體育組提出申請。

二、經核可後經試辦一年，連

同運動代表隊成立申請表、選

手名冊及通訊錄、訓練計畫或

自主訓練表、教練聘任推薦

表、最佳運動成績影本、其他

具潛力獲獎盃賽之相關資料，

送體育組審查核可後，經選訓

小組審查同意，送學務會議通

過後，始得申請成立。

三、選訓小組成員由學務長、

體育組長及本校體育教師組

成。

第二條、參加資格：凡是在

本校肆業之學生合乎下列資

格均可參加。

一、身心健康，操行良好。

二、學業成績優良。

一、為配合大專體育總會

各單項正式比賽報名人

數，特新增本款規定，以

符現況。原第二條參加資

格規定刪除。

二、增列第二款申請條件

及所需附資料。

三、新增本辦法選訓小組

之成員。



第三條、運動代表隊之組訓與

管理

一、運動代表隊隊員之遴選：

1.教育部分發或單招之運動績

優生。

2.舉辦全校性各項競賽，發掘

優秀運動選手。

3.公開徵選體能優異或具運動

經驗之學生。 

4.由任課老師推薦。 

二、運動代表隊之組訓

1.各項運動代表隊員之選拔，

由本組派任之教練選任，並闡

明選手應負之權利與義務。

2.運動代表隊應依擬定之訓練

計劃，確實遵照實施。

3.運動代表隊員須服從教練及

管理之指導。

4.訓練方式分為經常訓練與集

中訓練。經常訓練每週二次以

上，利用課餘、周末、星期假

日練習;集中訓練每週五次以

上，利用寒暑假或賽前實施。

5.練習地點以本校場地為原

則，校外練習須由教練或管理

率隊，並應進行人身保險。

6.為增加比賽經驗加強技術，

得聯絡外隊舉行友誼賽，惟儘

可能不影響正課。

三、運動代表隊之管理

1.每隊設管理與隊長各一人，

管理由各代表隊自行甄選，為

無給職；隊長由教練就隊員中

遴選優秀學生擔任，管理及隊

長負責全隊之管理工作。

2.運動代表隊隊員應遵守團體

紀律，服從教練之指導，否則

第三條、代表隊產生方式：

一、公開徵選體能優異或具

運動經驗之學生。

二、舉辦全校性各項競賽，

發掘優秀運動選手。

三、由任課老師推薦。

四、教育部分發之運動績優

生。

第六條、練習規定：

一、必須準時參加練習。

二、必須服從教練及管理

之指導。

三、練習地點以本校場地

為原則，校外練習須由教

練或管理率隊。

四、為增加比賽經驗加強技

術，得聯絡外隊舉行友誼

賽，惟儘可能不影響正課。

一、第三條酌作文字修

正，修正「代表隊產生方

式」之用語為「遴選」，

其各款規定改為各目，另

各目條款稍作順序調整及

文字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六條規定

移列至第三條第二款規

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新增第三款規定。



取消其資格。

3.參加校外比賽，應辦妥請假

並經由教練同意後，始得前

往。

4.比賽結束後於二週內，隊長

應送核銷單據至體育組，並將

比賽結果向本組報告。

5.對外比賽應在技術及精神上

力求表現，不得有違反運動道

德之行為，否則視情節依本校

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議處。

6.運動代表隊應協助本組辦理

之各項活動比賽。

第四條、教練聘任與解任

一、教練資格：每隊設教練一

人，教練以聘任本校具有該項

運動及相關專長之體育教師為

主，亦可視情形聘請校外具有

該項教練指導經驗之專業人士

擔任之。

二、教練指導費：每月核發新

臺幣四千元整，每年計發給九

個月，寒、暑訓期間以彈性指

導訓練為原則。

三、教練遴聘與職責：運動代

表隊教練應於每學年提出年度

訓練計畫，協助校隊甄選、考

核、組織、訓練、比賽等校隊

輔導及管理相關事宜。

四、聘任與解任：依組訓會議

決議後，檢附相關書面文件，

經學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准後執行聘任與解任事宜。教

練應參與訓練及相關會議，當

學年度訓練出席情形欠佳者，

經組訓會議決議，下學年度不

予續聘。

第四條、組織：

一、每隊設教練一人，管理

一人，教練由本校專長之體

育教師或外聘教練兼任，管

理由本校體育教師兼任。

二、每隊設隊長一人，由教

練就隊員中遴選優秀學生擔

任。教練負責練習與比賽之

指導事宜，管理及隊長負責

全隊之管理工作。

一、第四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整併修正為第一款，並

酌作文字整理。

二、新增第二款規定。

三、新增第三款規定。

四、新增第四款規定。



第五條、代表隊經費補助、獎

學金及相關規定：

一、各運動代表隊每學年得申

請一次澎湖縣以外地區經費補

助參加比賽，以大專運動會及

相關盃賽為主。

二、重要比賽經費補助：各運

動代表隊得申請經費補助項目

為報名費、雜費、住宿費、交

通費、保險費、教職員工差旅

費；校外教練比照本校教職員

工差旅費辦理，以組訓經費項

下支出。

三、器材補助:依代表隊實際需

求及經費狀況編列訓練器材相

關經費。

四、獎學金：依本校學生參加

校外運動競賽獎勵實施辦法或

相關辦法擇一獎勵。

五、健身房使用：運動代表隊

隊員，於開學一個月內，須檢

附年度訓練計畫表，及申請重

訓證相關資料至體育組辦理，

可免費使用一學年；自主訓練

體保生，於開學一個月內，須

檢附學期訓練計畫表，及申請

重訓證相關資料至體育組辦

理，可免費使用一學期，後續

依其參賽狀況、競賽成績與訓

練情況檢核是否持續補助免費

使用重訓室。

六、若體育組該年度相關經費

有限，以上補助項目及內容由

體育組開會決議。

第五條、代表隊練習時間：

依訓練季節不同及擬定訓練

計劃及時間實施。

第九條、鼓勵：凡參加運動

代表隊之同學得申請就學獎

補助金。就學獎助學金做為

購置個人運動器材、運動服

或營養費、餐費等用途。

一、修正第五條內容，並

新增第一款得補助之比

賽、第二款得補助項目及

對象、第三款器材補助、

第四款獎學金申請之法

源、第五款校隊申請「國

立澎湖科技大學重量訓練

室」會員方式、第六款經

費有限之處理方式。

二、第九條分別移列至第

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並酌

作文字修改。

第六條、獎勵：應依本辦法規

定，於每學期期末考前或於比

賽結束後二週內向本組申請敘

第七條、獎勵：代表隊員

平常無不良記錄，且代表

學校對外比賽成績優異，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申請者應具條

件，新增獎勵申請期限。



獎，記功獎勵規定如下：

一、縣市、地區性比賽獲前三

名者記小功乙次，獲四、五、

六名者記嘉獎兩次。

二、全國大專院校性比賽獲冠

軍者記大功乙次，獲二、三名

者記小功二次，四、五、六名

者記嘉獎兩次。

三、其它不屬於前兩項比賽性

質者，視情況而獎勵之。

除呈 請學校記功獎勵外，

並得加其體育成績，再視

情況頒予獎學金。記功獎

勵規定如下：

一、縣市、地區性比賽獲

前三名者記小功乙

次，獲四、五、六名

者記嘉 獎兩次。

二、全國大專院校性比賽獲

冠軍者記大功乙次，獲

二、三名者記小功二

次，四、五、六名者記

嘉獎兩次。

三、其它不屬於前兩項比賽

性質者，視情況而獎勵

之。

第七條、相關規範：

一、代表隊之解散，運動代表

隊經認定具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經輔導而無法如期改善

者，提報選訓小組會議通過

後，應予停止運作：

1.運動代表隊違反法令、學校

規定者。

2.運動代表隊停止組訓達一年

者，予以解散。

3.運動代表隊教練提出申請停

訓或解散者。

4.運動代表隊教練辭職、解

聘，或無外聘及適當教練指導

者。

5.人數無法達到參賽標準者。

二、代表隊員有以下行為之一

者得勒令退出：

1.不準時參加練習。

2.不服從教練指導。

3.練習不認真。

第八條、 懲罰：代表隊員

有以下行為之一者得勒令

退出。 

一、不準時參加練習。

二、不服從指導老師指

導。 

三、練習不認真。

四、不友愛且不合作。 

五、破壞學校榮譽。 

六、比賽無故棄權。 

七、比賽不力。

八、運動精神惡劣。 

上述情節嚴重者得扣減其

體育成績，或呈請學校依

校規處分。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第一款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八條移列

至第七條第二款，並將各

款修正為各目，另修正

「指導老師」之用語為

「教練」。



4.不友愛且不合作。 

5.破壞學校榮譽。 

6.比賽無故棄權。 

7.比賽不力。

8.運動精神惡劣。 

上述情節嚴重者得扣減其體育

成績，或呈請學校依本校相關

規定處分。

第八條、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

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本辦法經學務會

議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