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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0學年度第 11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7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至 11時 00分 

地點：本校致宏樓一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郭添財主任委員 

紀錄：李威嶔 

出(列)席人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提案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頁 2）。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與建議：(略) 

  一、建請主席核定下學年度法規會會議日程（附件 2；頁 6）。 

二、建請主席裁示下學年度法規會委員替補名單。 

參、提案討論：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業成績加分辦法」修正案。（附件 1；頁 3） 

決議：照案修正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101學年度法規會日程原則暫定如李威嶔秘書所排日程（附件 2；頁 6），若有機動性調整將另

行通知各位委員。 

  二、法規會委員因謝主秘世傑離職，將另行徵詢校長意見後再行決定。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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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灣首府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業成績加分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96年 10月 30日法規委員會議制訂 

96年 11月 21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9年 7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年  月  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同原條文 第一條 為延續中等學校運動績優學生 

       進入本校就讀後，能全力積極 

       投入訓練，為本校爭取最高榮 

       譽，且為國舉才，特訂定「台 

       灣首府大學運動績優學生成績 

       加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同原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代表 

    隊之選手。 

二、本校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入學 

    之學生，且可配合各隊訓練 

    者。 

    三、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 

        賽者。 

三、獲選國家代表隊培訓選手， 

    並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 

    者。 

 

第三條 加分條件 

一、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代表隊 

   之選手及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入 

   學之學生，且可配合各隊訓練   

   者，每學期各學科成績加 10 

   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 

   入班級排名。 

二、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 

(一) 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三名

者，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20

分，成績以 90分為限，

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二) 大專運動聯賽第二級組 

    (區分三級以上)競技項目 

第三條 加分條件 

一、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代表隊 

   之選手及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入 

   學之學生，且可配合各隊訓練 

   者，每學期各學科成績加 10 

   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 

   入班級排名。 

    二、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 

       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三名者，每 

       學期各科成績加 20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增列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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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20 分，成績以 90分為限， 

    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三、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 

        賽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二名者 

        ，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25分， 

        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 

        班級排名。 

    四、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 

       (一)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一名 

           者，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30 

           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 

           不列入班級排名。 

       (二)大專運動聯賽最優級組 

           競技項目選手，每學期 

           各科成績加 30分，成績    

           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 

           班級排名。 

    五、獲選國家代表隊之選手，並代 

       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者，每 

       學期各科成績加 40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 

    六、獲選國家代表隊之選手，並代 

       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榮獲團    

       體或個人前六名者，每學期各 

       科成績加 60分，成績以 90分 

       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三、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 

        賽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二名 

        者，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25 

        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 

        列入班級排名。 

    四、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  

       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一名者，每 

       學期各科成績加 30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五、獲選國家代表隊之選手，並代 

   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者，每 

   學期各科成績加 40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 

    六、獲選國家代表隊之選手，並代 

       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榮獲團 

       體或個人前六名者，每學期各 

       科成績加 60分，成績以 90分 

       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同原條文 第四條 申請加分作業 

       由各隊教練視選手平日訓練表 

       現、上課勤惰、品德操行等及 

       參賽獲獎證明文件，符合加分 

       之條件者，於每學期結束前一 

       週內，向本室提出申請，依行 

       政程序經 校長核准後，交教務 

       處註冊組辦理登錄作業，逾期 

       不受理。 

 

同原條文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公布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 

       校長核定後施行。 

 



 5 

台灣首府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業成績加分辦法 

96年 10月 30日法規委員會議制訂 

96年 11月 21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9年 7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第一條 為延續中等學校運動績優學生進入本校就讀後，能全力積極投入訓練，為本校爭取最高榮譽，且

為國舉才，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運動績優學生成績加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代表隊之選手。 

二、本校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入學之學生，且可配合各隊訓練者。 

三、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者。 

四、獲選國家代表隊培訓選手，並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者。 

第三條 加分條件 

一、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代表隊之選手及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入學之學生，且可配合各隊訓練者，每

學期各學科成績加 10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二、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三名者，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20分，成績以 90分

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三、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二名者，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25分，成績以 90分

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四、獲派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榮獲團體或個人第一名者，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30分，成績以 90分

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五、獲選國家代表隊之選手，並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者，每學期各科成績加 40分，成績以 90分

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六、獲選國家代表隊之選手，並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榮獲團體或個人前六名者，每學期各科成績

加 60分，成績以 90分為限，但不列入班級排名。 

第四條 申請加分作業 

由各隊教練視選手平日訓練表現、上課勤惰、品德操行等及參賽獲獎證明文件，符合加分之條件

者，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內，向本室提出申請，依行政程序經 校長核准後，交教務處註冊組辦

理登錄作業，逾期不受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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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灣首府大學 101學年度法規委員會召開日程表 

                                                                 101年 7月 4 日通過 

第一學期 

會議名稱 
召開 

日期 

提交送件 

截止日期 
召開地點 備註 

第 1次 

法規委員會 

8/15 

(三) 

8/7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2次 

法規委員會 

9/12 

(三) 

9/4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3次 

法規委員會 

10/17 

(三) 

10/9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4次 

法規委員會 

11/14 

(三) 

11/6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5次 

法規委員會 

12/12 

(三) 

12/4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6次 

法規委員會 

102/1/16 

(三) 

102/1/8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二學期 

第 7次 

法規委員會 

102/3/13 

(三) 

102/3/5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8次 

法規委員會 

102/4/17 

(三) 

102/4/9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9次 

法規委員會 

102/5/15 

(三) 

102/5/7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10次 

法規委員會 

102/6/12 

(三) 

102/6/4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第 11次 

法規委員會 

102/7/17 

(三) 

102/7/9 

(二) 
致宏樓第一會議室  

說明：以上會議召開日期、時間，為配合法規會委員授課時間，原則上定於每月第三週

之星期三（下午）15時 30分假致宏樓第一會議室召開，開會時間地點若有異動，將另

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