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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記錄 

日期：111 年 6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1：10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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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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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 修訂「評定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要點」，提請討論。 
說  明： 

1.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2. 如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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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訂「評定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要點」，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說明：1.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2.如修訂對照表。  

 

評定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修正、增訂原因及法令依據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評定學生操行成
績實施要點 評定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要點 

爰現行法條名稱無校名，

故加上以完整。 

第二條 

學生操行成績之評定，以 82 分為基

本分再加減系(科)(所)主任、導師、

系(科)教官之評定及獎懲分數，合計

實得總分，以 95 分為滿分。大專院

校學生操行成績之等第分為五等： 

一、 90 分以上為優等。  

二、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者為

甲等。  

三、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為

乙等。  

四、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者為

丙等。  

五、 未滿 60 分者為丁等，不及

格。  

六、 評分結果超過 95 分者，以

95 分計；超過部分之分

數，由各院系斟酌予榮譽

之獎勵。 

第二條 

學生操行成績之評定，以 82 分

為基本分再加減系(科)主任、導

師、系(科)教官之評定及獎懲分

數，合計實得總分，以 95 分為

滿分。大專院校學生操行成績之

等第分為五等： 

一、 90 分以上為優等。  

二、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

者為甲等。  

三、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者為乙等。  

四、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

者為丙等。  

五、 未滿 60 分者為丁等，

不及格。  

六、 評分結果超過 95 分

者，以 95 分計；超過

部分之分數，由各院系

斟酌予榮譽之獎勵。 

新增研究所主任權限。 

第三條 
學生操行成績，由各系(科)(所)主
任、導師、及系(科)教官擔任評分。 

第三條 
學生操行成績，由各系(科)主
任、導師、及系(科)教官擔任評
分。 

新增研究所主任權限。 

第五條 
學生如有獎懲事項，其加減分數規定
如左： 

一、記小功一次，加 2.5 分，記
大功，加 7.5 分。 

二、記小過一次，減 2.5 分，記

第五條 
學生如有獎懲事項，其加減分數
規定如左： 

一、記小功一次，加 2.5
分，記大功，加 7.5
分。 

二、記小過一次，減 2.5

爰目前校內無升旗制度，

故刪除。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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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修正、增訂原因及法令依據

大過，減 7.5 分。 
三、本校學生操行成績加減分標

準：  
甲、加分標準： 

1. 嘉獎一次加操行成績 1分。 
2.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分別予

以加分： 
(1) 擔任自治幹部或課外服

務熱心而成績優異者斟
酌予以嘉獎或記功(限
於記功二次)。 

(2) 每學期全勤者，加操行
分數 3分。 

乙、減分標準： 
1. 申誡一次減操行成績 1分。 
2. 留校察看其每一學期之操行

成績評分為 60 分，請事假
滿 10 小時者，請病假滿 20
小時減操行成績 1分，餘類
推。 

3.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依情節
輕重分別予以減分。 
(1) 曠課 2小時減操行成績

1分，1小時 0.5 分。 
(2) 各種集會無故不到者，

一次減操行成績 0.5
分。 

(3) 代表本校參加校外集會
無故不者，一次減操行
成績 1分。 

分，記大過，減 7.5
分。 

三、本校學生操行成績加減
分標準：  

甲、加分標準：  
1. 嘉獎一次加操行成績 1

分。  
2.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分

別予以加分： 
(一)擔任自治幹部或課

外服務熱心而成績
優異者斟酌予以嘉
獎或記功(限於記
功二次)。 

(二)每學期全勤者，加
操行分數 3分。  

乙、減分標準：  
1. 申誡一次減操行成績 1

分。  
2. 留校察看其每一學期之

操行成績評分為 60 分，
請事假滿 10 小時者，請
病假滿 20 小時減操行成
績 1分，餘類推。  

3.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依
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減
分。 
(一)曠課 2小時減操行

成績 1分，1小時
0.5 分。 

(二)校內升旗及各種集
會無故不到者，一
次減操行成績 0.5
分。 

(三)代表本校參加校外
集會無故不者，一
次減操行成績 1分

第六條 

學生操行成績評分計算式為： 

基分+-導師評分+-系(科)教官評分+-

系(科)(所)主任評分+-獎懲分數-請

假(缺曠)時數(分數)=實得分數。 

說明：依本實施要點第五項之規定，

導師評分，最高均可各給+6 分，最

低均可各給-6 分，系(科)教官及系

(科)主任評分最高可給+2 分，最低

可給-2 分。加分人數以不超過全班

50%為原則。 

第六條  

學生操行成績評分計算式為： 

基分+-導師評分+-系(科)教官評

分+-系(科)主任評分+-獎懲分數

-請假(缺曠)時數(分數)=實得分

數。 

說明：依本實施要點第五項之規

定，導師及系(科)教官評分，最高

均可各給+4 分，最低均可各給-4

分，系(科)主任評分最高可給+2

分，最低可給-2 分。加分人數以

一、新增研究所主任權

限。 

二、爰導師較為好掌握班

上學生個人出缺席

紀錄及學習狀況，

故放寬導師評分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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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修正、增訂原因及法令依據

不超過全班 50%為原則。 

第七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對學生操行成績之評定，尤其獎
懲事項，務須一本愛護青年之旨，
審察事實，力求慎重，期收勸懲之
效。 

一、原第七條刪除。 

二、本要點增訂須經學生

事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方能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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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評定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要點  
 

65 年 6 月 8 日教育部台（65）訓字第一四三一四號 

 88 年 12 月 8 日校務會議修正 

 96 年 1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8 年 5 月 2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11 年 6 月 7日學生事務會議提案 

 

第一條：為使評定學生之操行成績齊一作法，力求公允起見，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第二條：學生操行成績之評定，以 82 分為基本分再加減系(科)(所)主任、導師、系

(科)教官之評定及獎懲分數，合計實得總分，以 95 分為滿分。大專院校學生
操行成績之等第分為五等： 
一、90 分以上為優等。  
二、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者為甲等。 
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為乙等。 
四、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者為丙等。 
五、未滿 60 分者為丁等，不及格。 
六、評分結果超過 95 分者，以 95 分計；超過部分之分數，由各院系斟酌予榮

譽之獎勵。 
 
第三條：學生操行成績，由各系(科)(所)主任、導師、及系(科)教官擔任評分。 
 
第四條：學校教職員對學生操行成績之優劣，得列舉事實，以書面提供擔任評分者之參
考。 
 
第五條：學生如有獎懲事項，其加減分數規定如左： 

一、記小功一次，加 2.5 分，記大功，加 7.5 分。 
二、記小過一次，減 2.5 分，記大過，減 7.5 分。 
三、本校學生操行成績加減分標準：  
甲、加分標準： 

1. 嘉獎一次加操行成績 1分。 
2.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分別予以加分： 

(1) 擔任自治幹部或課外服務熱心而成績優異者斟酌予以嘉獎或記功
(限於記功二次)。 

(2) 每學期全勤者，加操行分數 3分。 
乙、減分標準： 

1. 申誡一次減操行成績 1分。 
2. 留校察看其每一學期之操行成績評分為 60 分，請事假滿 10 小時者，

請病假滿 20 小時減操行成績 1分，餘類推。 
3.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依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減分。 

(1) 曠課 2小時減操行成績 1分，1小時 0.5 分。 
(2) 各種集會無故不到者，一次減操行成績 0.5 分。 
(3) 代表本校參加校外集會無故不者，一次減操行成績 1分。 

 
第六條：學生操行成績評分計算式為： 

基分＋-導師評分＋-系(科)教官評分＋-系(科)(所)主任評分＋-獎懲分數-請
假（缺曠）時數 （分數）=實得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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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依本實施要點第五項之規定，導師評分，最高均可各給+6 分，最低均可
各給-6 分，系(科)教官及系(科)主任評分最高可給+2 分，最低可給-2
分。加分人數以不超過全班 50％為原則。 

 
第七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