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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記錄 

日期：110 年 11 月 5 日(星期五)中午 12：10 
地點：第一會議廳 
主席：王素真學務長 
上級指導：洪明權副校長、姜泰安副校長、殷立德副校長、張耀宗副校長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略) 
貳、學務工作報告：(略)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 遴選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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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請院或系或系學生事務代表，針對各系所推薦之老師 1-2 分鐘的介紹。 

二、 全校共評選 10 名：醫事學院與護理學院各 3 名；民生學院 4 名。 
三、 110 年度績優導師推薦名冊如下： 

推薦學院 推薦系科 姓名 

醫事學院 

醫技系 許振原 

醫技系 黃議賢 

視光系 卓達雄 

視光系 陳佳欣 

生醫所 朱木貴 

製藥系 蔣本慈 

護理學院 

護理系 蔡富棉 

護理系 林家玉 

長照系 吳淑鈴 

調保系 黃月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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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院 推薦系科 姓名 

醫管系 鄭志宏 

民生學院 

職安系 郭玉梅 

職安系 陳美如 

環安系 王建文 

幼保系 謝玉貞 

餐旅系 陳欣欣 

食營系 段盛秀 

 

決議：當選績優導師醫事學院為：醫技系許振原老師、視光系卓達雄老師、製藥

系蔣本慈老師、護理系蔡富棉老師、護理系林家玉老師、長照系吳淑鈴老師、職

安系郭玉梅老師、職安系陳美如老師、幼保系謝玉貞老師、餐旅系陳欣欣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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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振原 ★ 

視光系 卓達雄 ★ 

製藥系 蔣本慈 ★ 

護理學院 

護理系 蔡富棉 ★ 

護理系 林家玉 ★ 

長照系 吳淑鈴 ★ 

民生學院 

職安系 郭玉梅 ★ 

職安系 陳美如 ★ 

幼保系 謝玉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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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學院 推薦系科 姓名 當選 

餐旅系 陳欣欣 ★ 

 

 

案由二 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說 明：1.如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1)。 

2.上述請假規則，需再配合資訊入口學生線上請假系統修正，實施日

期另行公告。 

 

決議：1.照案通過。 

2.上述請假規則，需再配合資訊入口學生線上請假系統修正，實

施日期另行公告。 

 
案由三：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維護校園環境衛生實施辦法」，提請討

論。 
提案單位：衛生保健組 
說 明：原訂之「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維護校園環境衛生實施辦法」(如附

件 2)內容多不符合現況擬作廢，故此建議重新修定新的實施辦法(如
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  會： 14:05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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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名稱 現行名稱 修訂說明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請假規則 

學生請假規則 新增校名以完整名稱 

條文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第三條 

學生請假分公假、事假、

病假、喪假、婚假、產

假、生理假等七種;除公

假一律以紙本請假外，其

餘假別線上請假者請於請

假日期 3日內(含請假當

日)檢附佐證文件送出申

請手續；線上請假逾期

者，返校後 14 日內需完

成紙本請假手續。 

學生請假分公假、事假、

病假、喪假、婚假、產假、

生理假等七種;除公假

外，其餘請假請於返校

後 14 日內完成請假手

續。 

 

 

 

 

 

新增線上請假與紙本

請假日期說明，以符合

現行實施規範。 

 

 

 

 

 

 

 

第三條 

八、其餘假別(如疫苗假

等)依政府公告之相關法

令辦理。 

 

 

 

 

 

 

一、本項新增。 

二、為因應教育部公

告學生可申請接

種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

19）疫苗假之辦

法，爰增訂本

項。 

第四條 

請假均以事先辦理為原則

（病假或臨時緊急事故除

外），凡 3 日內之請假，

得於學校網站完成線上請

假，連續 4 日（含）以上，

需以紙本完成請假手續，

公假一律以紙本請假，並

按規定簽證核准完成手

續。 

 

校慶運動會屬重大集會，

除不可抗力之理由，且需

檢附證明文件並必須事先

經導師核准完成請假手

續。 

請假均以事先辦理為原

則（病假或臨時緊急事

故除外），凡 1 日內之

請假，得於學校網站完

成線上請假，連續 2 日

（含）以上，需以紙本完

成請假手續，公假一律

以紙本請假，並按規定

簽證核准完成手續。 

 

 

 

 

 

一、修正線上請假與

紙本請假申請流

程天數，簡化學生

作業流程。 

二、新增校慶運動會

請假說明，以符合

現行實施規範。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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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名稱 現行名稱 修訂說明 

第五條 

請假手續： 

一、公假單、請假單紙本

可至生輔組網站下

載，並按假單內容逐

項填寫。 

二、依據准假權責，請假

天數在 2 日內由導師

核示，3日須經由系主

任核示，4日（含）以

上，以請假單紙本送

權責單位審核，並按

逐級簽證核准後，再

行送回生活輔導組登

記，始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假期間如有期中或

期末考試，則按教務

處考試期間請假規定

辦理。 

四、請假必須親自辦理，

非因重病、重傷、緊急

事故，不得請人代理。

五、紙本假單完成請假手

續後，皆須郵寄通知

家長，郵寄收件地址

填寫不完整、錯誤或

書寫學生租宿地址

者，不予准假。 

請假手續： 

一、公假單、請假單紙

本可至生輔組網站

下載，並按假單內

容逐項填寫。 

二、依據准假權責，1日

內由導師網路線上

或紙本核准即可，2

日（含）以上，以請

假單紙本送權責單

位審核，並按逐級

簽證核准後，再行

送回生活輔導組登

記，始完成請假手

續。 

三、請假期間如有期中

或期末考試，則按

教務處考試期間請

假規定辦理。 

四、請假必須親自辦

理，非因重病、重

傷、緊急事故，不得

請人代理。 

 

 

 

 

一、修正准假權責單

位與流程天數，延

長導師及系主任

核示天數，以利系

上掌握學生出缺

席狀況。 

二、新增紙本假單書

寫地址規範，以利

通知家長掌握學

生出缺席狀況。 

第六條 

准假權責規定： 

一、請假天數在 2 日內

(含)，線上申請由導

師核示，導師需於學

生送出請假申請日起

5日內線上簽核，逾期

將轉由系主任核示。

二、請 假 天 數 在 3 日

(含)，線上申請由系

主任核示。 

三、請 假 天 數 在 4 日

准假權責規定： 

一、1日內導師核准。 

二、2 日內輔導教官核

准。 

三、3 日內由生活輔導

組長核准。 

四、4 日內由系主任核

准。 

五、5 日內由學務長核

准。 

一、准假權責單位核

示天數，以利系上

掌握學生出缺席

狀況。 

二、第五條第三項已

說明考試期間請

假規定，爰刪除第

六條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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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名稱 現行名稱 修訂說明 

(含)，以紙本申請由

輔導教官核示。 

四、請 假 天 數 在 5 日

(含)，以紙本申請由

生輔組長核示。 

五、請 假 天 數 在 6 日

(含)，以紙本申請由

學務長核示。 

六、請假天數在 7 日(含)

以上，以紙本申請由

校長核示。 

六、6 日以上由校長核

准。 

七、學生於註冊期間，

因故不能按期註冊

或於考試期間因不

能參加考試者，准

假權責應由教務、

學務兩處會簽轉呈

校長核准。 

 

 

 

 

 

 

 

 

第八條 

學生缺曠課、請假等情形，

學務處每周公佈一次，副

本抄送各班、導師、系主任

及系教官，如有錯誤於公

佈日起三日內，得由學生

親自向生活輔導組申請更

正。 

學生缺曠課、請假等情

形，學務處每周公佈一

次，副本抄送各班副班

長、導師及系教官，如有

錯誤於公佈日起三日

內，得由學生親自向生

活輔導組申請更正。 

修正副本抄送單位，以

符合現行實施規範。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103 年 5 月 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5 月 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5 月 1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5 月 2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10 月 26 日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110 年 11 月 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討論 

 

第一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學則第四章第三十四條規定，特訂定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學生因故不能到校上課或參加集會活動者，必須辦理請假，其未辦理請假手續

或請假未經核准者，則以曠課論處。 

第三條 學生請假分公假、事假、病假、喪假、婚假、產假、生理假等七種;除公假一律

以紙本請假外，其餘假別線上請假者請於請假日期 3日內(含請假當日)檢附佐

證文件送出申請手續；線上請假逾期者，返校後 14 日內需完成紙本請假手

續。 

一、公假： 

（一）擔任本校各單位公差勤務或參加已核准之集會活動。 

（二）參加政府舉辦之考試或教育訓練，持有證明者。 

（三）因辦理兵役事宜，持有兵役機關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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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表本校參加校外各項競賽或活動。 

二、事假：因個人事務需要，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於事前或返校後 14 日內

完成請假手續。 

三、病假：因疾病需治療或休養，持有診斷書或相關證明文件者，於返校後 14

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四、喪假：凡本人之直系、旁系（兄、弟、姊、妹），或配偶、配偶之直系親

屬死亡，持有相關證明者，其請假以 8 日為限。 

五、婚假：學生本人結婚，檢附相關證明，其假期以 5 日為限。 

六、產假： 

（一）產前假：學生因懷孕請假者，應於事實發生 1 週內檢具證明文件辦理請

假；於分娩前，得請產前假 8 日，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娩後。 

（二）陪產假：配偶分娩時，給予陪產假 3 日；並應於配偶分娩當日及其前後

之 2 日，合計 5 內（含例假日）申請。 

（三）娩假：娩假為分娩日後 42 日（不含假日）有效，應一次請畢不得分次申

請，申請時應檢附出生證明。 

（四）流產假：懷孕滿 5 個月以上流產者，給予 42 日流產假；懷孕 3 個月以上

未滿 5 個月流產者，給予 21 日；懷孕未滿 3 個月流產者，給予 14 日；

以上天數均以流產事實發生後之相對應核定天數內有效，應一次請畢不

得分次申請。 

（五）育嬰假：經諮詢學生家長、導師及相關人員後，視實際情況及討論後給

予請假或其他相關輔導措施（須檢具新生兒出生證明）。 

七、生理假：女性學生因生理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假 1 日，為

尊重個人生理隱私，無需出示證明，於返校後 14 日內完成請假手

續。 

八、其餘假別(如疫苗假等)依政府公告之相關法令辦理。  

第四條 請假均以事先辦理為原則（病假或臨時緊急事故除外），凡 3 日內之請假，得

於學校網站完成線上請假，連續 4 日（含）以上，需以紙本完成請假手續，公

假一律以紙本請假，並按規定簽證核准完成手續。 

       校慶運動會屬重大集會，除不可抗力之理由，且需檢附證明文件並必須事先經

導師核准完成請假手續。 

第五條 請假手續： 

       一、公假單、請假單紙本可至生輔組網站下載，並按假單內容逐項填寫。 

二、依據准假權責，請假天數在 2 日內由導師核示，3 日須經由系主任核示，4

日（含）以上，以請假單紙本送權責單位審核，並按逐級簽證核准後，再

行送回生活輔導組登記，始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假期間如有期中或期末考試，則按教務處考試期間請假規定辦理。 

四、請假必須親自辦理，非因重病、重傷、緊急事故，不得請人代理。 

五、紙本假單完成請假手續後，皆須郵寄通知家長，郵寄收件地址填寫不完

整、錯誤或書寫學生租宿地址者，不予准假。 

第六條 准假權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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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假天數在 2 日內(含)，線上申請由導師核示。導師需於學生送出請假申

請日起 5日內線上簽核，逾期將轉由系主任核示。 

二、 請假天數在 3 日(含)，線上申請由系主任核示。 

三、 請假天數在 4 日(含)，以紙本申請由輔導教官核示。 

四、 請假天數在 5 日(含)，以紙本申請由生輔組長核示。 

五、 請假天數在 6 日(含)，以紙本申請由學務長核示。 

六、 請假天數在 7 日(含)以上，以紙本申請由校長核示。 

七、於註冊期間，因故不能按期註冊或於考試期間因不能參加考試者，准假權

責應由教務、學務兩處會簽轉呈校長核准。 

第七條 學生請假、曠課者，操行成績評分標準如下： 

       一、集會活動，無故缺席者，視同曠課。 

       二、曠課；每 1 節課扣 0.5 分。 

       三、事假每 10 節課扣 1 分，未滿者不予扣分。 

       四、病假每 20 節課扣 1 分，未滿者不予扣分。 

       五、公假、喪假、產假、生理假不予扣分（列入全勤）；婚假不予扣分（不列

入全勤）。 

       六、前列各項扣分，累計達 22.5 分者，送學生獎懲委員會論處。 

第八條 學生缺曠課、請假等情形，學務處每周公佈一次，副本抄送各班副班長、導

師、系主任及系教官，如有錯誤於公佈日起三日內，得由學生親自向生活輔導

組申請更正。 

第九條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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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維護校園環境衛生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3 年 05 月 05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6 月 18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03 月 07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 26日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學生生活教育」實施方案。 
（二）本校「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三）本校環境整潔實際需要。 

二、目的： 
為維護校園整潔與環境衛生，培養學生勤勞、合群、包容、服務之美德。 

三、實施要領： 
（一）班級區域： 

各班負責清潔班級教室及走廊。(以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排定之教室為主) 
（二）公共區域： 

1.大樓區域：四技 1.2 年級、二技 1 年級負責。 
2.室外區域：五專 1、2、3 年級與四技 1 年級。 

（三）執行方式： 
1.各班教室及公共區域每日上課前至少清掃一次，並維持至放學。 
2.公共區域分配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於每學年開學前公開抽籤後公告。 

四、整潔要求： 
（一）教室整潔：另依「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一般教室環境衛生管理辦法」遵循辦理。 
（二）公共區域整潔： 

1.區域內的紙屑、垃圾、樹葉及其他廢物一律清除。 
2.水溝應常保清潔、水流暢通；校區道路及花圃、草地整理乾淨，無垃圾、雜

物、落葉等。 
3.走廊經常保持清潔，不得有汙水痕、泥土、紙屑、落葉、天花板上蜘蛛網及任

何雜物存在。 
4.打掃完畢將清潔用具集中擺放整齊。 
5.每日放學前由輪值人員巡視各班公共區域，將垃圾撿乾淨。 
6.負責班級至指定之掃具集中點取用掃具，用畢歸還原處。 

五、督導與考核： 
（一）各系（科）專業教室負責管理之教師，於每學期期初向使用班級說明環境維護

之規則，每班上課後派當日輪值學生清掃維護。 
（二）學務處編組督考小組，考核各班整潔工作。於每日晨間、課間、午休或放學，

派員實施全校檢查，發現缺失立即發送簡訊或電話通知負責班級服務股長與導

師改善。 
（三）整潔評分公告：每週各項檢查評分表結算後，於次週二公告。（評分標準如附

件） 
（四）考核人員選用：  

以高年級學生擔任評分員 
（1）時間： 

上午 08：20~09：20 
中午 12：30~13：20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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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7：00~18：00 
（2）工作內容： 

針對分配區域作評比，於每日下午三點前將評分表統計後，繳回學務處衛生

保健組彙整。 
（五）獎勵方式與改善做法： 

1.獎勵方式： 
（1）連續三週整潔競賽前五名且分數須達 85 分，該班正(副)服務股長嘉獎兩

次，該班之導師予以獎勵嘉獎乙次，不得累計。  
（2）學期總成績達各組前十名且分數須達 85 分之班級，全班嘉獎兩次，該班正

(副)服務股長小功乙支；學期總成績各組前一至五名，該班之導師予以獎勵

嘉獎兩次； 學期總成績各組前六至十名該班之導師予以獎勵嘉獎乙次。 
（3）擔任督導員與評分員之教、職員與學生，每學期完成規定的時間或次數後，

期末統由衛生保健組簽報嘉獎兩次之獎勵。 
2.改善做法： 
（1）連續三週整潔競賽最後一名且分數未達基本分數 75 分，隔週全班愛校服乙

次。 
（2）學期總成績達各組最後一名且分數未達基本分數 75 分，全班放假前愛校服

務乙次(如遇期末考週則順延)。 
（3）校園外掃區，若經師長舉發未打掃乾淨，第一次通知該班導師及正副服務股

長改善，第二次以上則全班愛校服乙次。 
（4）班級教室環境髒亂不堪遭師長或學生檢舉查證屬實者，被檢舉班級當日輪值

人員，於次日實施愛校服務乙次。 
（5）教室使用班級(A)，進入教室後發現髒亂不堪，當天未提出舉發，且離開時

未維持教室環境整潔，遭後使用班級(B)檢舉，則責任歸屬於(A)，於次日實

施愛校服務乙次。 
六、一般規定： 
（一）歸還掃具時於清洗乾淨後排放整齊。 
（二）垃圾適時清理，避免溢出，影響上課情緒。 
（三）掃具數量若有不足，可至學務處衛保組領取。 
（四）公共區域掃地用具於每學年（期）末，由各班服務股長整理後歸還學務處衛生

保健組。 
七、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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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維護校園環境衛生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3 年 05 月 05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6 月 18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03 月 07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 26日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維護校園整潔與環境衛生，培養學生勤勞、合群、包容、服務之美德。 

二、實施要領： 
（一）公共區域： 

1.大樓區域：四技 1.2 年級、二技 1 年級負責。 
2.室外區域：五專 1、2、3 年級。 

（二）執行方式： 
1.大樓區域：每日中午 12:00-12:30 打掃。 
2.室外區域：每日上午 08:00-08:20 打掃。 

三、整潔要求： 
（一）公共區域整潔： 

1.區域內的紙屑、垃圾、樹葉及其他廢物一律清除。 
2.水溝應常保清潔、水流暢通；校區道路及花圃、草地整理乾淨，無垃圾、雜

物、落葉等。 
3.走廊經常保持清潔，不得有汙水痕、泥土、紙屑、落葉、天花板上蜘蛛網及任

何雜物存在。 
4.打掃完畢將清潔用具集中擺放整齊。 

四、督導與考核： 
（一）學務處編組督考小組，考核各班整潔工作。 
      於每日晨間、午休，派員實施全校檢查，並予以評分。 
（二）整潔評分公告：每週各項檢查評分表結算後，於次週一公告。 
（三）考核人員選用：  

以在學學生擔任評分員 
（1）時間： 

上午 08：20~09：20 
中午 12：30~13：20 

（2）工作內容： 
針對分配區域作評比，於每日下午三點前將評分表統計後，繳回學務處衛生

保健組彙整。 
（四）獎勵方式與改善做法： 

1.獎勵方式： 
 （1）連續三週整潔競賽成績達＂A＂，該班正(副)服務股長嘉獎兩次，該班之導

師予以獎勵嘉獎乙次，不得累計。  
 （2）學期總成績前十名且成績達＂A＂以上，該班導師予以獎勵嘉獎兩次、全

班嘉獎兩次、正(副)服務股長小功乙支；學期總成績十一名至十五名且成績

達＂A＂以上，該班導師予以獎勵嘉獎乙次、全班嘉獎乙次、正(副)服務股

長嘉獎兩次。 
2.改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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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連續三週整潔競賽成績為＂E＂的班級，隔週由導師於班會或空堂時間帶領

全班執行愛校服務乙次。 
 （2）學期末整潔競賽成績平均為＂D ＂以下的班級，該班導師依教師評鑑項目

C「整潔工作督導不周」，予以評分。 
五、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