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 1020410

國立體育大學 101學年度第2學期 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 紀錄
一、開會時間：102 年 04 月 10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20 分
二、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5 樓 515 會議室
三、主

席：陳學務長五洲

記

錄：邱顯琦

四、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如附件一)。
五、主席致詞：（略）
六、工作報告：
（一）學務處各組業務報告（如附件二）
（二）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
修正通過之法規計有
「本
校學生獎懲辦法」
、
「本校學生社團評鑑辦法」
、
「本校學生住宿輔導辦
法」
、
「本校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及「本校學生暑假住宿輔
導辦法」，已公告於本處網頁。
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暨健康促進組

案由：擬修正學生宿舍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九項第一款、第十條第二項至第七項及
增加第十三條條文如對照表。
說明：修正學生宿舍輔導辦法以規範學生行為，使其端正；並明訂低收減免住宿
生之權利與義務。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宿舍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第五條
九、
(一)住宿學生應依本校學生宿

行

條

文 說
明
於第五條第九項第一款
第五條
新增如學生因公出國及
九、
(一)住宿學生應依本校學生宿舍 特殊情況另專案辦理。

舍輔導辦法所訂住宿期

輔導辦法所訂住宿期間期

間期滿前 2 日內(每年 6

滿前 2 日內(每年 6 月

月 23~24 日，若遇假日

23~24 日，若遇假日順延)

順延)完成退宿申請手

完成退宿申請手續（含繳

續（含繳回鑰匙）
，辦理

回鑰匙）
，辦理時間為早上

時間為早上 9 點~下午 4

9 點~下午 4 點，經檢查人

點，經檢查人員依學生

員認定清潔乾淨(如：未遺

宿舍退宿檢核單（附件

留個人物品、垃圾…)，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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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檢視環境(如：未遺

填妥退宿退費申請表後，

留個人物品、垃圾…)與

繳至學務處生輔組始完成

室內物品數量及狀態無

退宿手續，特殊情況另行

誤後。填妥退宿退費申

由本組公告之。

請表繳至學務處生輔組
始完成退宿手續，可退
還宿舍保證金。住宿學
生如有可舉證之特殊情
況，以致無法於期限內
完成退宿者另由本組專
案辦理。
第六條

第六條

五、

五、

新增第五項第二款。

（二）宿舍保證金退費申請如未 (無)
在規定期限內送達本組辦
理退費，應全數納入校務
基金。
第六條

第六條

七、各寢室用電均依分裝電表以 七、各寢室用電均依分裝電表以電卡
電卡自行刷卡使用，電卡請

自行刷卡使用，電卡請自行至委

自行至委託銷售點購買，學

託銷售點購買。電卡餘額退費，

生辦理退宿時，電卡內餘額

請退宿同學將電卡連同退宿、退

得由學生自行處理。

費申請表帶至管理室由管理人員

將原本退還電卡餘額改
為住宿學生自行處理。

經讀卡機判讀確認金額，將比照
宿舍保證金退費方式辦理。
第十條 住宿考核

第十條

二、

二、

住宿考核

修改住宿考核獎勵辦法
之單位改分為點。

（三）宿舍整潔比賽每棟特優寢室 （三）宿舍整潔比賽每棟特優寢室
每人加 10 點、優等寢室每

每人加 10 分、優等寢室每人

人加 7.5 點、入選寢室每人

加 7.5 分、入選寢室每人加 5

加 5 點（以第 1 學期計）

分（以第 1 學期計）
新增第三項第十一款，以
達住宿同學間相互約束
之行為。

第十條 住宿考核
三、
(十一)如住宿同學主動提供違

(無)

規住宿同學事跡並查明
屬實者，由生輔組專案
簽核獎勵加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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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住宿考核
四、違反下列者一次應扣 2.5 點： 四、違反下列者一次扣 2.5
(四)未經核准逾門禁時間返宿者

刪除第四款改為扣 5 點，
以下條文往前推進。
增加第八款條文

(略)
(八)非住宿生進入宿舍前應先

(無)

至管理室登記換證，同意後
始得進入；若未同意擅自進
入，一經查獲被訪問者(住宿
生)予以扣點。
刪除第二款及第七款，改
為扣 7.5 點及扣 10 點，
五、違反下列者一次應扣 5 點： 五、違反下列者一次扣 5 點：
新增違反門禁管制時間
（一）對宿舍管理員、師長態度 （一）對宿舍管理員、師長態度
扣點處置。
傲慢者。
傲慢者。
刪除第四款原扣 5 點，改
（二）在宿舍區內抽香煙、喝酒、 為扣 10 點。
第十條 住宿考核

第十條

住宿考核

嚼檳榔者。
（二）未依劃分區域違規停放車 （三）未依劃分區域違規停放車
輛者。
輛者。
（三）不愛惜公物或擅自移動公 （四）不愛惜公物或擅自移動公
物，情節輕微者。
物，情節輕微者。
（五）於群英樓、育英樓擅自帶
入或使用冷氣機、電冰
箱、大型點唱機、14 吋以
上電視機、水族箱、鹵素
燈、藝術燈、無安全開關
裝置之延長線等私人電器
者﹝實物一律銷毀不退
還﹞。欲於精英樓使用上
列電器者，須先向提出申
請，經核准後方可使用；
未提出申請者，視同違禁
品。
（四）於校內騎、乘機車未戴安 （六）於校內騎、乘機車未戴安
全帽者。
全帽者。
（七）在寢室或宿舍區內飼養任
何動物者。
（五）開學後一週內未交住宿卡 （八）開學後一週內未交住宿卡
或住宿卡資料錯誤不齊全
或住宿卡資料錯誤不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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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者。

者。

（六）住宿生未依規定請假而未 （九）住宿生未依規定請假而未
參加學生宿舍朝會者。

參加學生宿舍朝會者。

（七）違反住宿門禁管制時間
者。
第十條 住宿考核

第十條

住宿考核

六、違反下列者一次應扣 7.5 點： 六、違反下列者一次扣 7.5 點：

刪除第一款改列為扣點
10 點。

（一）未經許可擅自到異性同學
寢室或帶異性進寢室者。
(一)安全檢查時內務櫃上鎖者。 （二）安全檢查時內務櫃上鎖者。
（三）擅自更換門鎖者。
(二)擅自更換門鎖者。
(三)整潔比賽成績未達 60 分

（四）整潔比賽成績未達 60 分
者。

者。
(四)爬牆進、出宿舍者。

（五）爬牆進、出宿舍者。

第十條 住宿考核

第十條

住宿考核

七、違反下列者一次應扣 10 點： 七、違反下列者一次扣 10 點：
（一）未經組長、管理員同意提 （一）未經組長、管理員同意提
供校外人士集會活動，

供校外人士集會活動，妨

妨害宿舍安寧者。

害宿舍安寧者。

(略)

(略)

（七）於宿舍區內除學校配置電氣 （七）於群英樓、育英樓擅自帶
用品外，不得使用私人電氣

入或使用電爐、電鍋、電

物品，經查獲後隨即沒入，

熱（暖）器、微波爐、電

並統一放置一期地下室(不

磁爐、瓦斯爐、電茶壺、

負保管之責)，並於該學期末

泡茶機等可供烘、烤、煮

(比照退宿手續辦理)始能領

之電器用品者（實物一律

回，逾期未領回者得由生輔

銷毀不退還）。

組逕行處理。
（八）在住宿區內抽菸、喝酒、 (無)
嚼檳榔，賭博者。
(九)在寢室或宿舍區內飼養任

(無)

何動物者，經第二次查獲
者逕行退宿。
(十) 帶領與進入異性同學寢室 (無)
或區域者。
（十一）破壞房間內設備物品， (無)
4

增加第七、八、九條、將
原本扣 5 點之條列改為
扣 10 點，及增加第十條
將原本扣 7.5 點之條例
改為扣 10 點。
新增第十一、十二、十三
條文(如違反並依規定扣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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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電卡讀卡機，桌椅床窗
等公物者。
（十二）破壞公物，如逃生機， (無)
滅火機，交誼廳，電梯間…
等公共設備物品者。
（十三）以任何方式竊取公用電 (無)
力者。
第十條 住宿考核

(無)

新增第十條第八款第八
項條文

(無)

新增第十三條，如同意原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改為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八、
(略)
(八)吸食毒品(並依法送懲戒
機關勒戒處理)。
第十三條 低收減免
一、本宿舍提供符合低收入戶者
免費住宿，應以服務時數抵
免住宿費。
二、服務抵免以協助緣園活動(課
程)為原則，負責場地事前佈
置、支援活動以期順利進行及
事後場地復原和清潔部分。
三、服務時數以活動(課程)時間
加一小時為原則(包括事前
場地佈置、事後場地復原和
清潔)可依活動之進行適時
調整。
四、實施服務者請於活動前 2
週自由選擇並登記服務活
動，每次活動以 3 人為限，
採登記優先順序。
五、如該活動無人登記服務時，
則由生輔組依剩餘服務時數
最高者優先安排。
六、此服務時數屬強制性，如未
完成下學期將不得申請減免
住宿。

辦法：擬討論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本案修正文字後通過。(如附件三-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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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體育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之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強化導師輔導功能，參考教育部 101 年 8 月 3 日臺訓(一)字第
1010138365 號函之「大專校院強化導師制度運作功能參考原則」(如
附件一)。
（二）業經 102 年 1 月 1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務運作小組建議：
1.以班、班級為單位，請將第二條第三款的「大學部」修正為「學
士班」
。
2.基於有效、合理地運用校務基金費用，當導師置二人時，其導師
鐘點時數均分。
3.依教師法第十八條之一規定及教師請假規則，不宜刪除「班級導
師請假當月累計達 10 日（含）者，按週扣發導師費」
。

國立體育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第二條 主任導師、導師之遴

行

文 說

第二條 主任導師、導師之遴

聘，依下列方式辦理：
(略)

條

聘，依下列方式辦理：
(略)

明

為強化導師輔導功能，並
考量導師教學、研究、訓
練、服務等工作繁重，參

三、博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三、博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考教育部101年8月3日臺
專班，以班為單位，每班置

專班，以班為單位，每班置 訓(一)字第1010138365

導師一人為原則，如研究生

導師一人為原則，如研究生 號函之「大專校院強化導

總數超過三十人時(不含休

總數超過三十人時(不含休

學生)，得增置導師一人；學

學生)，得增置導師一人；大 則」，同時更有效、合理

士班（含在職專班）以班級

學部（含在職專班）以班級 地運用費用。

為單位，每班級置導師一人

為單位，每班級置導師一人

為原則，如班級學生數超過

為原則，如班級學生數超過

三十人時(不含休學生)，得

三十人時(不含休學生)，得

增置導師一人；置導師二人

增置導師一人。延修生(含休

時，其導師鐘點時數均分。

學生)導師由主任導師擔任。

師制度運作功能參考原

延修生(含休學生)導師由主
任導師擔任。

辦法：擬討論通過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與校務會議審議，若審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 (如附件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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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體育大學學生社團補助經費辦法」，請 討論。
說明：為使本校學生社團補助經費作業更臻完善，擬修正本辦法部分內容。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社團補助經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凡本校已登記之學生社團舉 一、凡本校已登記之學生社團舉 擬明訂課指組為學生社
辦活動，必要時得向學生事

辦活動，必要時得申請補助 團申請經費補助之申請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簡稱

金。

對象。

課指組）申請經費補助。
二、學生社團申請經費補助，其 二、學生社團申請補助金，其具 擬修正部分文字。
具有全校性，或對外有代表

有全校性，或對外有代表性

性之活動，其所需經費可依

之活動，其補助費可依實際

實際狀況專案申請補助。

狀況專案申請補助。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 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 擬修正條文序號及部分
助：
（一）純為同學間交誼遊覽，
或娛樂性之活動者。
（二）事前未經核准，事後申
請者。
（三）各學系教學實習及參觀
活動。
（四）其他經課指組認定不得
申請補助者。

助：

文字。

（１）純為同學間交誼遊覽，
或娛樂性之活動者。
（２）事前未經核准，事後申
請者。
（３）各學系教學實習及參觀
活動。
（４）其他經主管單位認為不
得申請補助者。

四、申請補助經費者，應由社團 四、請領補助金應由社團負責人 擬更具體明確規範申請
負責人於活動前(一般性活

先填活動申請單，詳細說明

動應於 7 天前；校內大型活

活動內容及所需金額，送學

動應於 15 天前；跨校性及兩

生事務處審核。於活動完畢

天以上校外活動應於 1 個月

後，應依照規定辦理輔助金

前) 填 寫活動申請表(附 件

報銷手續。

一，一式 3 張)，詳細敘明活
動內容並檢附經費預算表，
經學生會初審後，送課指組
覆審；經核准案件，於活動
7

補助經費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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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應依規定辦理補助
經費之核銷請款手續。
五、經專案核准補助社團購置之 五、經專案核准補助社團購置之 擬修正部分文字。
器材物品，一律責由學生會

器材物品，一律歸學生會場

場地器材組列冊登記管理，

器組列冊登記管理。

每學期清點並負維護與交接
責任，如有遺失由社團負責
人照價賠償。
六、社團補助經費不得變更使 六、社團補助費不得變更使用， 擬修正部分文字。
用，如需經過估價、驗收程

如經過估價、驗收程序者，

序者，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應照規定辦理。

七、獲補助經費社團，應於活動

擬新增受補助社團應繳

結束一週內完成成果報告書

交成果資料。

(附件二)、成果照片（10 張
以上）與成果短片（10 分鐘
以上）
，擲送課指組核備，做
為社團評鑑評分及後續核給
經費補助額度之重要依據；
未依規定檢送成果資料者，
一年內不受理該社團補助經
費之申請。
八、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七、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准後實 擬修正部分文字及序號。
過，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施，修正時亦同。

辦法：擬討論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 (如附件三-3)。
提案四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體育大學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請
討論。
說明：為因應學校經費短絀及外聘社團指導老師指導費之發給更臻完善，擬修正
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部分內容。

國立體育大學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每一社團以聘任一位指導老 三、每一社團以聘任一位指導老 1.外聘指導老師指導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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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原則，並以本校教師為

師為原則，並以本校教師為

係於學務處年度經費

優先，擔任無給職義務指

優先，擔任無給職義務指

預算中編列，近年來，

導。若本校無相關專長領域

導。若本校無相關專長領域

因學校經費短絀，學務

之教師，方得聘請專業知

之教師，方得聘請專業知

處獲分配預算逐年減

識、專長或經歷與社團宗旨

識、專長或經歷與社團宗旨

少，加上自本(102)年

相符合之外聘指導老師，每

相符合之外聘指導老師，每

度起，指導費需另繳交

學期支給指導費，由學務處

學 期 支 給 指 導 費 5,000

二代健保機關補充保

相關經費支應，指導費額度

元，由學務處經費支應。

費(2%)，本年度預算已

由課指組視年度經費預算

不足支應 (本校現有

及外聘指導老師人數試算

14 位外聘指導老師：

後簽請校長核定。

5,000 元*14 人*2 學期
*1.02=142,800 元，較
本 年 度 編 列 數
130,000

元 超 出

12,800 元)。
2.為因應指導費額度隨
學務處年度經費預算
變動，擬修正為由課指
組視年度經費預算及
外聘指導老師人數試
算後簽請校長核定。
六、各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如 六、各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如 擬明訂外聘指導老師未
下：

下：

依規定每月填報教學進

（略）

（略）

（五）外聘指導老師應按預定

（五）外聘指導老師應按預定

教學進度，指導學生進

教學進度，指導學生進

行專業技藝之學生學

行專業技藝之學生學

習，每月填寫教學進度

習，每月填報教學進度

及成果，並於每學期期

及成果。

末考前送課指組備查；
未填報者得不予發放指
導費。

辦法：擬討論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 (如附件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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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績優學生獎勵辦法」，請 討論。
說明：（一）依據本校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102 年 2 月 27 日「101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擬修正本辦法部分內容。
（二）為有效招攬高中運動績優選手就讀本系，建議修訂有關新生之獎勵
標準。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績優學生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第四條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四）球類運動技術學系之獎勵 （四）球類運動技術學系之獎勵 擬調整優先順序；實際上
標準優先順序，以新生

標準優先順序，依排序 就是如此執行，明確列入

為優先，其排序如下（棒

如下（棒球隊與籃球隊 文說明。

球隊與籃球隊應由建教

應由建教合作費用支

合作費用支應）：

應）：

(略)
6.參加亞奧運項目之全國

(略)
6.參加亞奧運項目之全國 擬調整獎勵內容。

中等學校運動會（高爾

中等學校運動會（高爾

夫為全國中學錦標

夫為全國中學錦標

賽）
，獲個人項目第一名

賽）
，獲個人項目前二名

者，全額減免 1 個學年

者，全額減免 1 個學期

之學雜費、住宿費；獲

之學雜費、住宿費；獲

個人項目第二名者，全

個人項目三、四名者，

額減免 1 個學期之學雜

得視經費狀況酌予減免

費、住宿費；獲個人項

全額或部分學雜費；本

目三、四名者，得視經

項規定限新生適用。

費狀況酌予減免全額或
部分學雜費；本項規定
限新生適用。

辦法：擬討論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 (如附件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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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訂定本校 102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合約書暨其保險保障內容（保險單條
款摘要）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實施要點第拾壹點辦理。
（二）擬參考本（101）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執行情形，擬訂次（102）學
年度之學生團體保險合約書暨其保險保障內容（保險單條款摘要）
草案。
（三）本案通過後擬依政府採購規定公開招標，相關作業於次一學年度
（102 年 8 月 1 日）開始前完成。
（四）檢附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實施要點（附件一-1）、101 學年度學生團
體保險保障內容（附件一-2）
、102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合約書」
暨其保險保障內容（保險條款摘要）草案（附件一-3、4）各乙份。
辦法：提案討論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辦理後續招標作業。
決議：本案修正通過 (如附件三-6)。
八、臨時動議：（無）
九、主席裁示：
（一）請本會議承辦人：
1.比照行政會議，將「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列入議程。
2.將上次會議紀錄與當次修法草案均放入會議室網路資料夾，提供各
委員查閱。
3.修正通過各項法規，報請校長核定後，除公告於學務處網頁外，請
以電子郵件轉知各系所及相關承辦人。
（二）請生輔組掌握各學期因本校「運動績優學生獎勵辦法」減免住宿費之
學生人數及金額。
十、散會：下午 02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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