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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九十七學年度  第二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 

時間：98 年 03 月 25 日（星期三） 下午 15 時 10 分 

地點： 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張教承總教官(代理學務長) 

紀錄：蔣嘉渝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應出席 50 位委員，依簽名到席 31 位，超過二分之ㄧ委員出

席，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貳、討論事項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是為升科大及教育部訪視預作準備，將學務處重

要法規之名稱、細項、要點、辦法等進行修訂。 

【提案一】輔導中心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案，提

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法令規定提高性別平等教育會層級，與本校教師、

教職員工委員會同層級，及業務需要增設執行秘書一人。故提

案申請修訂「大華技術學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

案（如附件一）。 

二、本辦法於 98.3.11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辦法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會議

名稱同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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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審議通過後，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一） 

決議：全數委員鼓掌同意通過。 

【提案二】輔導中心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案，提請審

議。 

說明：一、修訂「大華技術學院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草案之第十四

條條文，增列校務會議通過（如附件二）。 

  二、本規定於 98.3.11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規定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會

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二） 

提議：建議將條款修正為”第一條、第二條…”示之，較為一致性。 

決議：舉手投票表決結果：贊成 16 票，維持原樣 6 票。修正後同意通過，

學務處相關法條依此統一制定。 

 

【提案三】輔導中心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處理辦法」

案，提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60190992 號函修正第 9、21 點辦

理與依據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188068 號函修正第 20 點

辦理修訂「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處理辦法」

草案（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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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辦法第一條至十條本委員會修正為申評會。 

2. 本辦法第九條第十一款、十二款、十三款、第十條、第十二條

第二款部分修正。 

  二、本辦法於 98.3.11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辦法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會

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如附件三） 

決議：全數委員鼓掌同意通過。 

 

【提案四】生輔組 

案由：針對違反校內吸菸規定學生，寄發通知單通知家長，告知若再犯，

將提報新竹縣衛生單位處理，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照 96 年 7 月 11 日公布、98年 1月 11日施行之「菸害防制

法新法」規定。 

二、本通知單於 98.3.11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辦法：審議通過後，對違反校內吸菸規定學生，寄發通知單通知家長。 

附件：違反校內吸菸「通知單」（如附件四）。 

討論：1. 通知單文字排版及條款請修正排列整齊。 

      2. 在校園場所標示吸煙區或非吸煙區標示，以利規範學生。 

      3. 本通知單建議製作雙向通知，即增加家長回條。 

決議：1. 請生輔組將本通知單內容修訂整齊且增加可勾選違規地點欄位，

並製作家長回條。 

      2. 同意修改完成後，同意通過。 

 

【提案五】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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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案，提

請審議。 

說明：一、修正引用「大學法第三十三條」法規及依據本校現況修訂「大

華技術學院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草案相關條文（如

附件五）。 

  二、本辦法於 98.3.11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辦法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會

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五）。 

討論： 1. 第四條、第八條、第十八條第三項之 住宿學生自治委員會，修

正為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2. 第四條「...由各系及社團學生代表…」，刪除” 及社團”。 

       3. 第八條 ……會長由全體應屆畢業生選舉產生…。修正為”…由畢

業生代表選舉產生…”。 

       4. 第十二條「…為強化社團組織功能，社團學生會費之比例不得少

於百分之 40，系學會佔學生會費…」，修訂為「…為強化社團組

織功能，補助社團費用佔學生會費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40，

補助系學會費用佔學生會費…」。 

決議： 修正後同意通過。 

 

【提案六】課指組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修訂

「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草案相關條文（如附

件六）。 

二、本要點於 98.3.11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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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要點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會

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六）。 

討論：1. 第一條「…增進辦事能力，…」，修正為「…增進執行能力，…」。 

      2.第三條「…畢業生聯誼會及住宿學生自治委員會等…」，修正為「….

畢業生聯誼會及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提案七】課指組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會組織章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修訂

「大華技術學院學生會組織章程」草案相關條文（如附件七）。 

二、本組織規程於 98.3.23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組織規程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

會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學生會組織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七）。 

決議：全數委員鼓掌同意通過。 

 

【提案八】課指組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會選舉、罷免實施要點」案，提請

審議。 

說明：一、依據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會組織章程」修訂「大華技術學

院學生會選舉、罷免實施要點」草案相關條文（如附件八）。 

 二、本要點於 98.3.23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要點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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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學生會選舉、罷免實施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八）。 

討論：1. 本要點修正對照表少列出要點標題修正對照表，請補正。 

      2. 第五條「學生會會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資格…」修正為「學生會

會長候選人應具備下列資格…」。三、「…操行成績甲等以上」的

要求，建議修正為「…每學期操行成績甲等以上」。 

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提案九】課指組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畢業生聯誼會組織章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修訂

「大華技術學院畢業生聯誼會組織章程」相關條文（如附件九）。 

二、本組織規程於 98.3.23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組織規程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

會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畢業生聯誼會組織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九）。 

討論：1. 本組織章程建議將條款修正為”第一條、第二條…”示之，較為一

致性。 

      2. 第一條之”私立”請刪除。 

      3. 第七條「…並接受有關課指組之指導」，修正為第七條「…並接受

課指組之輔導」 

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提案十】課指組 

案由：為新增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議會組織章程」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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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依據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第六條訂定之。 

二、本組織規程於 98.3.23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組織規程審議通過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

單位、會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議會組織章程」新增法規。（如附件十） 

討論：1. 第二條「…監督學生會費之使用…」，修正為「…監督學生會費之

分配及使用…」。 

      2. 第五條刪除” 副議長協助議長處理會務。” 

      3. 第六條「…、機動處…」，修訂為「…等部門處理會務…」。「…，

監督稽核學生會帳款」，修訂為「…，監督學生會帳款…」。本條

之款項請加上一、…，二、…。 

      4. 第七條 ㄧ、「…學生會會長率副會長…」，修訂為「…學生會會

長應率副會長…」。二、「…或本會會長提覆議案時召開」，修訂

為「…或學生會會長提覆議案時應召開」。 

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提案十一】課指組 

案由：為修訂本校「大華技術學院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一、修正引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法規及依據本校現況修訂

「大華技術學院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草案相關條文（如附

件十一）。 

  二、本辦法於 98.3.11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本辦法修訂後，校內各項規程、辦法、行政要點所涉單位、會

議名稱同時修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附件：「大華技術學院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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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通過。 

 

叁、臨時動議 

    【課指組鄧組長】提案五「大華技術學院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

法」與提案六「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業經全體委員討

論同意修訂後通過，故請在座之各系主任及系學會會長依此二法規進行

修定貴系的系學會組織章程之第一條引用法條，於四月一日前完成，送

至課指組審議。 

肆、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委員!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