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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記錄 

日    期：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中午 12：10 
地    點：第一會議廳 
主    席：王文正學務長 
上級指導：孫逸民副校長、姜泰安副校長、殷立德副校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學生事務與學生輔導相關工作的努力與付出，本次會議計

有三項提案，敬請各位委員提供卓見，以利後續學生事務業務順利執行。 
貳、學務工作報告 
一、上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事項： 
(一) 增、修訂「學生獎懲辦法」第四條第七款與第五條第七款。 

(二) 修訂「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三條。 
(三) 修訂「績優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二、工作報告： 
（一）依據 106.11.08 校務會議決議，修訂教師兼任導師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一款： 

導師之聘任：凡本校專(兼)任講師以上之教師均得聘任為專任導師，專任教師兼

任導師至多以 2 班為限；有特殊需求者以專簽提出申請。 
（二）本學期校外賃居學生訪視，請各系協助完成，完成日期：109 年 12 月 20 日

（日、夜間同步實施）。 
（三）本校自開學(9/16)迄 10 月中(10/15)，校安事件共計 50 件(63 人次)，包括交通安

全事件 7 件、意外事件 4 件、性騷(侵)事件 2 件、財物失竊(遺失)10 件、糾紛 4
件、家暴事件 2 件、師生衝突 1 件、一般疾病 3 件、環境災害(蜂、蛇)2 件、

風、雨、震災 1 件、警報、設備異常 2 件，比去(108)年同期減少 1 件。其中造成

8 人傷/病(含 1 位重傷住院、1 位車禍死亡、1 位不明原因猝死)，其中以五專一年

級與五專二年級較多，請轉達導師多予以輔導與協助。。 

（四）提醒系主任轉知各班導師請確實紀錄班會紀錄，並依據班會經營輔導彈性實施辦

法規定辦理。  
叁、提案討論 
案由一  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績優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如附件一。【提案單位：學

務處】 
說  明：  

條文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理由 

第六條 
第二款 

前學年度導師輔導回饋問

卷平均成績需在 4 分(含)
以上。 

前學年度導師輔導回饋

問卷 期末 平均成績需

在 4 分(含)以上。 

自 107 學年度起

每學期實施其中

問導師輔導回饋

問卷 1 次。期末問

卷取消。 
  



2 
 

結論：照案通過 

案由二  增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如附件

二。【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說  明：  

條文 增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理由 

無 共計八條 無 為有利社團業務發展，自 109 學年度起增

訂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 

討論： 

陳會雪主任建議：針對第三條第二款若為服務性、學藝性、康樂性、學術性、體能性社

團之指導老師若非校內教、職員，則需提出與該社團專長或特色相關證照或證明文件，

經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定通過。應於下次會議提出校內兼任社團指導老師名單是否具有專

長，再修訂本條文。 

結論：有條件通過。 

案由三  遴選本校 109 年度績優導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績優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第四條規定： 

(一)每學年辦理 1 次，由各系推薦績優導師送各學院遴薦，每系日、夜間部班

級總數未達 10 班者，推薦 1 名績優導師，超過 10 班達 15 班以上者增加 1
名，未達 15 班者不增加，以此類推。各學院推薦參加甄選之導師，應填寫

績優導師推薦表，報請評選。 
(二)校優良導師獲選名額依各學院班級比例分配為原則。 
(三)獲校績優導師推薦者，三年內不得連任。 

二、依比例 109 年度校級績優導師應選出醫事學院 3 人、護理學院 3 人、民生學

院 4 人。 
109 年度績優導師推薦名冊 

學院 學系 被推薦導師 備註 

醫事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龔建中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李德修  
語言治療系 郭雅欣  
視光系 陳佳欣  
視光系 李建輝  
製藥工程系 鄭粲煌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黃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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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院 

護理系 蘇英華  
護理系 黃慧文  
護理系 洪淑萍  
護理系 黃淑玲(體)  
調理保健技術系 林逸鴻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陳靜誼  
數位設計與資訊管理系 鄭瓊茹  

民生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林怡劭  
職業安全衛生系 蔡慧鳳  
職業安全衛生系 藍崇翰  
幼兒保育系 王怡又  

投票結果： 

依各院比例選出績優導師，當選名單如下，依據本校績優導師遴選與獎勵

辦法第五條第一款：獲選者每人頒發獎牌 1 座、獎金新台幣 5 千元及等同

5000 元之獎品一份，嘉獎 2 次獎勵。未獲選校級之院推薦導師，嘉獎 1 次

獎勵。 

推薦學院 推薦系科 姓名 當選 

醫事學院 

醫技系 李德修 ★ 

製藥系 鄭粲煌 ★ 

視光系 李建輝 ★ 

護理學院 

護理系 黃淑玲(體) ★ 

醫管系 陳靜誼 ★ 

數資系 鄭瓊茹 ★ 

民生學院 

環安系 林怡劭 ★ 

職安系 蔡慧鳳 ★ 

職安系 藍崇翰 ★ 

幼保系 王怡又 ★ 

肆、臨時動議：無 
伍、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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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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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績優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101年4月9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4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1年5月28日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104年6月1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6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9年4月1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9年6月17日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依大學法第16條，為落實導師制度的實施與加強執行效能，鼓勵導師積

極參與班級經營，增進師生互動，凝聚班級向心力，強化導師輔導功能，

特訂定績優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表彰服務績優、卓

越貢獻之導師。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績優導師，係指經校長聘為班級學生導師，並實際從事

學生輔導工作達一學年，且受系、院與校三級推薦者。 

第三條  績優導師之遴選，由學生事務會議評選之。 

第四條  績優導師遴選程序如下： 

一、每學年辦理1次，由各系推薦績優導師送各學院遴薦，每系日、夜間部班

級總數未達10班者，推薦1名績優導師，超過10班達15班以上者增加1名，

未達15班者不增加，以此類推。各學院推薦參加甄選之導師，應填寫績

優導師推薦表，各院推薦績優導師名單及推薦表請於每年10月中旬前送

交學務長室彙整，並報請評選。 

二、校優良導師獲選名額依各學院班級比例分配為原則。 
三、獲校績優導師推薦者，三年內不得連任。 

第五條  績優導師獎勵方式如下： 

一、每年全校共評選10名，獲選者每人頒發獎牌1座、獎金新台幣5千元及

等同5000元之獎品一份，嘉獎2次獎勵。(註:本條款獎金與嘉獎部分

106通過，107實施) 

二、獲獎導師由校長於校慶典禮或全校導師會議中公開頒獎表揚，並將獲

獎名單及優良事績刊登於華醫校訊中。導師會議或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時，邀請導師作班級經營及學生輔導工作經驗分享。 

三、績優導師之名冊送交各系、人事室、教師評審委員會，作為升等評審

參考資料。 

四、當選系績優導師未獲選院級績優導師者嘉獎1次獎，獲選院級績優導師

未獲選校級績優導師者，嘉獎2次獎勵。 

附件一 



6 
 

第六條  績優導師遴薦資格： 

一、擔任本校導師滿一年(含)以上者，均得被推薦。 

二、前學年度導師輔導回饋問卷期末平均成績需在4分(含)以上。 

第七條  績優導師遴選標準如下： 

一、評核時間基準為前學年度之綜合表現。 

二、指導班級活動、班會執行成效。 

三、按時參加導師會議。 

四、輔導本班學生賃居、工讀勞動教育與服務學習，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五、推動並協助本班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爭取團體榮譽。 

六、鼓勵本班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服務工作及社團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七、輔導並協助學生課業學習、生涯輔導、就業輔導及生活輔導有具體成

效者，詳實記載於「導師手冊」。 

八、積極主動參加校內外相關之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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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 

109年10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討論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學生社團經營成效，培養學生多 元學習思維，並增益學生 社團

指導老師之輔導功能，強化學校監督管考之指導效能，特訂定本 要點。 

第二條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資格應符合以下基本條件之一：  

一、需學士學位及同等學歷以上。  

二、校內教、職員，或大專院校或高中職學校之教師。  

三、特定專長獲國家考試及格或相關高、普、特考及格者。  

四、具特殊專長、卓越成就，或曾獲國家、國際獎項並能提出書面證明者。 

第三條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依社團性質不同，須符合下列特殊要件：  

一、若為自治性、綜合性社團，該社團指導老師需由各系或學生事務處推薦並核

定通過。  

二、若為服務性、學藝性、康樂性、學術性、體能性社團之指導老師若非校內教

、職員，則需提出與該社團專長或特色相關證照或證 明文件，經課外活動指

導組核定通過。 

第四條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職責如下：  

一、聘期內每學期應上滿社團課程次數，並有輔導社團幹部發展社團、運作社務

、指導會議、辦理活動等事宜之責任，若不能在現 場指導也需請代理人員協

助。 代理人員不得是大專校院在學學生，且需與指導老師同等資格之 專業

人士或本校校內教職員。 

二、輔導學生建立正確倫理觀念、經營社團理念，及學習成長思維。 

三、輔導社團刊物、影像出版，以及輔導及審核社團經費運用，並監督社團財務

管理及移交工作。  

四、輔導學生社團參加全校性活動、招生活動以及社團評鑑。  

五、可對具優異表現之社團成員及幹部建議獎懲，唯其獎懲大小，需送課外活動

指導組核定，審核結果不得有異議。  

第五條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之聘任 

一、各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均由學校聘任，以本校教、職員為優先，若無相關專長

之教職員可擔任，得聘請符合資格之校外賢達。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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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自治性、綜合性社團外，社團可推薦指導老師，但需經由課外活動指導組

審核資格，審核結果社團不得有異議。  

三、聘請校外賢達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應檢附學歷證件及相關專業素養之證明

文件影本，經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通過聘任。  

第六條 社團指導及指導費用核發原則 

一、各社團應於學期初將社團活動計畫、上課時間、地點等資料，提送課外活動指

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得不定期抽查各社團上課情形。 

二、社團指導費以每學期核發一次為原則，校外社團指導老師每學期6,000 元（含 

2,000 元車馬費），校內社團指導老師依課外活動指導組當學期核定金額，最高

不得超過 4,000 元。  

三、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每學期至少完成指導社團課程或在現場指導學生活動（服

務）七次，每次至少二小時，於學期末由課外活動指導組依據社團課程紀錄簿

統一審查核算之。 

四、社團上課可分行政督導（如自治性社團開會）、專業指導（如學藝性社團上社課）

、活動輔導（社團出服務活動，以次數記），社團 課程活動紀錄簿應由指導老

師於課後簽章，並由社團負責人送課 外活動指導組審核。 

五、社團課程活動紀錄簿逾期未繳交，或記載不實經查獲屬實，社團負責人依校

規議處，並停止補助核發社團一學期經費。 

六、未經報准同意之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不得指導社團及支領指導費。  

七、指導老師費用領據將於最後一節社團課程，請指導老師簽名，若未於最後一

堂社團課程簽名者，課指組將於校職員群體使用之通訊應用軟體以及學務處

公告網頁公告，並於期末指導老師會議再行宣導一次，若未於期限內簽名繳

交，則取消該學期指導費用給付。 

第七條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之解聘  

一、社團負責人應於每年十月一日前，填送「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 至課

外活動指導組，若指導老師未變動則不用重新呈送。凡資格不符或逾期未送

交者不得聘請指導老師，該社團活動暫停及 不予補助，社團不得異議。 

二、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經課外活動指導組彙整審核後送學生事務處，陳

請學務長核聘並頒發聘書，聘期為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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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聘之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於聘任期間因故辭職時，可得由社團負人重新推薦

人選，並依聘任程序辦理。  

四、若社團指導老師未履行以下職責，經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實後，得以直接解聘

之： 

（一）未完成社團課程或在現場指導學生活動（服務）七次。 

（二）未指導社團招生活動，導致社團人數不滿 20 人。 

（三）未要求學生參與學生社團評鑑，並指導應製作之資料。 

（四）社團辦理需檢附家長同意書之活動時，不在現場指導，亦 未請代理人員現

場督導者。 

第八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