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40 分
會議地點：第一會議室
上級指導：李校長淙柏
主 持 人：李學務長宏仁

記錄：張秀桃

出席人員：學生事務會會議簽到單，如附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含決議）
： 如下
提案一：擬修正「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立型人才獎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依進修部 102.4.15「立型人才獎擬與日間部學務處併同辦理」簽呈修正。
二、檢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立型人才獎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修正
內容對照表如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獎項由校長、教務長、學務 二、本獎項由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 擴大獎勵範圍，且
長、研發長、軍訓室主任、全

自日間部畢業年級具畢業資格 為 使 本 獎 項 更 具

人教育委員會主席、進修部主

學生中遴選之，每學院至多一 公 信 力 組 成 遴 選

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立型人才

名，由校長於畢業典禮中公開 委員會，並將日間

遴選委員會，自日間部、進修

頒獎表揚。

部畢業年級具畢業資格學生中

部與進修部遴選
作業統一辦理。

遴選之，由校長於畢業典禮中
公開頒獎表揚。
三、本獎項獲獎學生，應同時具備 三、本獎項獲獎學生，應同時具備 為 使 申 請 條 件 更
下列各項條件，並由系（科） 為明確，改以分項
下列各項條件，且附證明文
件，並由系（科）所主任或院

所主任或院長推薦：

長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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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畢業操行成績各學期平

（一）畢業操行成績各學期平

均 85 分以上。

均 85 分以上。

（二）除修畢本系（科）所全

（二）除修畢本系（科）所全

部畢業學分外，另須具

部畢業學分外，另須修

備下列條件之一：

畢輔系（科）所指定必
修學分或取得專業相關

1.修畢輔系（科）所指定

證照兩張以上。

必修學分
2.修畢學程所規定之科目
與學分
3.取得專業相關證照兩張
以上

（三）在校期間曾擔任一個以

（三）在校期間曾擔任一個以

上自治性學生組織或社

上自治性學生組織或社

團幹部職務。

團幹部職務，經附證明
文件。

四、榮獲本獎項者，由校長於畢業 四、榮獲本獎項者，由校長於畢業 增 加 獎 勵 以 提 升
典禮中公開頒發獎狀、獎牌及
典禮中公開頒發獎狀或獎牌及 鼓勵效用
禮券，以示獎勵，而期發揮典

禮券，以示獎勵，而期發揮典

範效用。

範效用。

五 、 本 要 點 經 學 生 事務 會 議 通 過 五、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 因 日 間 部 與 進 修
後，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
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可後實 部 遴 選 作 業 統 一
正時亦同。

施，修正時亦同。

辦理，提高會議層
級。

決議：通過上述「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立型人才獎設置要點」之修正。
提案二：擬修正「學生獎懲辦法」
，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生輔組

說明：
一、檢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修正內
容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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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101年6月2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說明

本校學生(含境外生及短期交換 第一條

本校學生之獎懲，悉依本辦法辦 增加部分內容

生)之獎懲，悉依本辦法辦理。

理。

學生之獎勵分為：嘉獎、小功、 第二條
大功及特別獎勵（獎狀、獎座、

學生之獎勵分為：嘉獎、小功、 增加部分內容
大功及特別獎勵（獎狀、獎品、

獎品、公開表揚）等四種；學生
之懲罰分為：申誡、小過、大過、
定期停學、退學等五種。

公開表揚）等四種；學生之懲罰
分為：申誡、小過、大過、定期
停學、退學等五種。

第四條

學生個人之獎懲紀錄：

第五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第五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文字修正

記嘉獎壹或貳次：

一、擔任學生幹部（含班級、社
團、宿舍等）服務熱誠有具
體事實者。
二、熱心公益、熱心助人或執行
公勤表現優良者。
三、參加社團及課外活動成績優
良者。

記嘉獎乙或兩次：
一、服儀經常整潔端正，合於規 刪除條文
定，並足堪表率者。
二、擔任學生幹部服務熱誠有具 文字修正
體事實者。（含班級、社團、
宿舍等）。
三、熱心公益、熱心助人或執行
公勤表現優良者。
四、參加社團及課外活動成績優
良者。

四、愛護公物，節約能源有具體
事實者。
五、主辦或參加社團活動經評列
績優者。
六、勸勉同學向善，有具體事實
及成效者。
七、熱心維護教室、寢室內務或
環境整潔表現優良者。
八、參加所、系、科際各項比賽

五、愛護公物，節約能源有具體
事實者。
六、主辦或參加社團活動經評列
績優者。
七、勸勉同學向善，有具體事實
及成效者。
八、熱心維護寢室內務及環境整 文字修正
潔表現優良者。
九、參加系科、際各項比賽榮獲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榮獲前三名者。

學生個人之獎懲記錄：

前三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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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修正

第六條

第七條

九、主動申報學校公物損害促修

十、主動申報學校公物損害促修

復，連續達三次者。
十、拾獲貴重物品或金錢送交招
領者。
十一、維護校園安全具有具體事
實者。
十二、其他具有相當上列各款優
良事實者。

復，連續達三次者。
十一、拾獲貴重物品或金錢送交
招領者。
十二、維護校園安全具有具體事
實者。
十三、具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優 文字修正
良事實者。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第六條
記小功壹或貳次：
一、代表本校參加校際或地區性
比賽能遵守團隊精神或活動
認真參與且成績獲得前三名
者。
二、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能
遵守團隊精神或活動認真參
與且成績列入名次者。
三、保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
害者。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文字修正
記小功乙或兩次：
一、代表本校參加校際或地區性
比賽能遵守團隊精神或活動
認真參與且成績獲得前三名
者。
二、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能 文字修正
遵守團隊精神認真且成績列
入名次者。
三、保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
害者。

四、擔任班級、社團、宿舍各級
幹部或義工，負責盡職，成
績優異者。
五、見義勇為足為學生楷模者。
六、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及服
務工作有優異表現，爭取校
譽足為同學楷模者。
七、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八、參加政府單位公認之慈善團

四、擔任班級、社團、宿舍各級
幹部或義工，負責盡職，成
績優異者。
五、見義勇為足為學生楷模者。
六、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及服
務工作有優異表現，爭取校
譽足為同學楷模者。
七、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八、參加政府單位公認之慈善團

體擔任志工，表現優異者。
九、其他具有相當上列各款優良
事實者。

體擔任志工，表現優異人員。
九、具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優良
事實者。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大功 第七條
壹次獎勵：
︰
︰
六、其他具有相當上列各款事實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大功 增加部分內容
獎勵：
︰
︰
六、具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事實 文字修正
者。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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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修正

第八條

第九條

學生有特殊優良事蹟者，除第五 第八條

學生有特殊優良事蹟者，除第

至七條之獎勵外，得併頒獎狀、
獎座、獎品及公開表揚等特別獎
勵。

四、五條之獎勵外，得併頒獎
狀、獎品及公開表揚等特別獎
勵。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記申
誡或小過壹或貳次處分：
一、違反學校行政措施及規定
者。

第九條

二、違反本校「住宿學生生活輔
導要點」規範之行為者。
三、擔任幹部（含班級、社團、
宿舍等）怠忽職責有具體事
實者。
︰
︰
十六、駕（騎、乘）汽（機）車
擅闖校園者。
十七、吸菸、嚼食檳榔及酗酒等
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八、其他具有相有其當上列各
款事實者。
第十條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記大
過壹次處分：

修改部分內容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記申 增加部分內容
誡或小過處分：
一、違反學校行政措施及規定
者。
二、違反「儀容服裝規定」者。 刪除條文
三、違反「住校學生生活輔導要 文字修正
點」規範之行為者。
四、擔任幹部怠忽職責有具體事 文字修正
實者。（含班級、社團、宿
舍等）
︰
︰
十七、違反交通安全規則，及駕 修改部分內
（騎、乘）汽（機）車擅 容
闖校園者。
十八、吸菸、嚼食檳榔及酗酒等
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九、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事實 文字修正
者。

第十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記大
過處分：

增加部分內容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記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記 文字修正
大過貳次且留校察看或停學
大過兩次且留校察看或停學
處分：
處分：
一、行為失當，經學生獎懲委
一、行為不檢有玷校譽者。 文字修正
員會認定有損校譽者。
二、偷竊累犯及侵佔行為者。
二、有偷竊累犯及侵佔行為
者。
三、在校內儲存危險物品或非
三、在校內儲存危險物品或非
法持有違禁物品者。
法持有違禁物品者。
四、有妨害風化行為者。

四、有妨害風化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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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第十五條

五、患有精神疾病，以致嚴重

五、患有精神疾病，以致嚴重

影響同學上課與作息者。
六、對他人進行性騷擾，經「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
議，情節重大。
七、對他人進行性霸凌、性侵
害，經「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決議，情節嚴重者。
八、其他具有相當上列各款事
實者。

影響同學上課與作息者。
新增條文

六、對他人進行性霸凌、性侵
害，經「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決議，情節嚴重者。
七、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事實 文字修正
者。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退 第十二條
學處分：
一、在學期間懲誡累計滿三次
大過者。
二、學期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三、曠課超過規定時數者。
四、嚴重傷人或以暴力破壞學
校安全者。
五、託人代考試或冒名代人考
試者；曾因考試作弊受大
過壹次處分再犯者。
六、擅自偷改成績、學籍等相
關資料者。
七、犯刑事案件之罪，經法院
一審判決有罪確定者。
八、學生對他人進行性騷擾、
性霸凌、性侵害，經「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退 文字修正
學處分：
一、在學期間懲誡累計滿三次
大過者。
二、學期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三、曠課超過規定時數者。
四、嚴重傷人或以暴力破壞學
校安全者。
五、託人代考試或冒名代人考 文字修正
試者；曾因考試作弊受大
過乙次處分再犯者。
六、擅自偷改成績、學籍等相
關資料者。
七、犯刑事案件之罪，經法院
一審判決有罪確定者。
八、學生對他人進行性霸凌、 文字修正
性侵害，經「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決議，情節重

議，情節重大者。
九、其他具有相當上列各款事
實者。

大者。
九、具有其他相當上列各款事 文字修正
實者。

學生觸犯校規，在學校未發覺 第十五條
其犯有本辦法所訂之懲罰行
為前，即主動向學生事務處表
白者，得減輕其處分。

學生觸犯校規，在學校未發覺 文字修正
其犯有本辦法之懲罰行為
前，即主動向學生事務處表白
者，得減輕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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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學生個人行為之懲罰，除依照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列標準訂定外，得酌
量學生平日操行、動機與目
的、手段、犯後態度與悔過及
行為之影響等情形為加重或
減輕之依據。

學生個人行為之懲罰，除依照 文字修正
本辦法所列標準訂定外，得酌
量學生平日操行、動機與目
的、態度與手段及行為之影響
等情形為加重或減輕之依據。

第十八條 學生獎懲處理程序：
第十八條
一、學生有功過事實經有關人
員書面通知學生事務處，

學生獎懲處理程序：
一、學生有功過事實經有關人 文字修正
員書面通知學生事務處，

由學生事務處會同該生之
導師及該所、系、科主任
查明簽辦。
二、嘉獎、申誡由生活輔導組
長核定，小功、小過由學
務長核定，學生受大功或
大過之獎懲者，需由簽辦
人填具具體優劣事蹟，逐
級簽陳校長核定；學生受
大功或大過以上具有爭議

由學生事務處會同該生之
導師及該系、科主任查明
簽辦。
二、嘉獎、申誡由生活輔導組 文字修正
長核定，小功、小過由學
務長核定，學生受大功或
大過之獎懲者，需由簽辦
人填具具體優劣事蹟，逐
級簽呈校長核定；學生受
大功或大過以上具有爭議

之處分及定期停學或退學
之處分，須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
定。
三、上述各種處分，經核定公
告後，當事人如有異議得
依程序提出申訴。
四、處分在大過以上者，申訴
申請由學生事務處代轉學

之處分及定期停學或退學
之處分，須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
定。
三、上述各種處分，經核定公
告後，當事人如有異議得
依程序提出申訴。
四、處分在大過以上者，申訴
申請由學生事務處代轉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
申誡或小過處分之申訴先
向學生事務處提出，若被
駁回，得再向學生事務處
申請轉送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
五、學生受有大功、大過以上
或每學期累計至大過以上
之獎懲時，學校應以書面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
理；申誡或小過處分之申
訴先向學生事務處提
出，若被駁回，得再向學
生事務處申請轉送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
五、學生受有大功、大過以上
或每學期累計至大過以
上之獎懲時，學校應以書

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面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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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何獎懲事件經正常程序

六、任何獎懲事件經正常程序 文字修正
處理完畢即告結案；惟在
事後發現新的證據或資
料於承辦過程中未能適
時取得者，得重新議處。
七、學校獎懲委員會審議有關 文字修正
學生重大獎懲時，應通知
系科主任、班級導師及有
關人員列席，並得通知當
事學生列席說明，給予學

處理完畢即告結案；惟於
事後發現新的證據或資料
於承辦過程中未能適時取
得者，得重新議處。
七、學校獎懲委員會審議有關
學生重大獎懲時，應通知
所、系、科主任、班級導師
及有關人員列席，並得通知
當事學生列席說明，給予學
生陳述與申辯之機會。
第十九條

生陳述與申辯之機會。

凡受懲處未達退學之處分且 第十九條
深具悔意者，得依本校「學生
違規銷過實施要點」申請違規
銷過註銷其懲處紀錄。

凡受懲處未達記大過之處分 文字修正
且深具悔意者，得依「本校學
生違規銷過實施要點」申請違
規銷過註銷其懲處記錄。

決議：通過上述「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要點」之修正。

提案三：擬修正「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住宿學生生活輔導要點」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宿舍組
說明：
一、因應中護健康學院宿舍已自 101 年 8 月 1 日裁撤，並由三民校區增收五專
一年級護理科新生住宿，因床位十分緊縮，為提昇住宿生遵守住宿規則之
優良素質，擬更動特殊身份無條件續住資格，另宿舍一樓已由總務處統一
規劃招標，投幣式洗衣機已改為設置於各住宿樓層。
二、檢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住宿學生生活輔導要點」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對
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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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住宿學生生活輔導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參、住校申請
參、住校申請
(三)國家功勛遺族子弟、原住
(三)國家功勛遺族子弟、僑
民、離島生、境外生（含
生、原住民、離島生、大
僑生、港澳生、陸生、外
陸生、外籍生，可優先分
籍 生 ）， 可 優 先 分 配 住
配住宿。
宿，舊生應加點 8 點得有
下學年續住資格。

說明
特殊身份享優先
住宿資格仍應比
照一般住宿生加
點方可續住。

拾、女舍公共設備
拾、女舍公共設備
十二、各樓設置投幣式洗衣機。
十二、一樓設置投幣式洗衣中
心。

原宿舍一樓由總
務處規劃招標，
洗衣機改為設置
於各住宿樓層

決議：通過上述「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住宿學生生活輔導要點」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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