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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義守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義守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97年 5月 28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6月 18日校長核定公告 

98年 7月 7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7月 13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三、四、十條條文 

第一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導師輔導功能，特依教師

法第 十七條之規定，訂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導師分為一般導師、主任導師及院長導師。一般導師

由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之。四班以上之學系，設主任導

師一人，由各系系主任兼任之。各學院設院長導師，由各學院

院長兼任之。 

第三條   一般導師設置方式如下，每位導生均須配置一位一般導

師：  

       一、大學日間部：採家族導師制，以各系原有之跨年級導生

為基礎，由各系請一位一般導師帶領一個家族，家族成

員涵蓋一至四年級(含延修生)，每位導師輔導之導生人

數以 16人為下限，至多不超過 32人，惟兼任行政主管

不受 16人為下限之限制。 

       二、進修學士班(含二年制在職專班)：採班級導師制，每班

設置一位一般導師，由主任導師協調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或其他專任老師擔任之，每位導師輔導之導生人數以

30人為下限，不超過 60人為原則。若擔任班級導師之

人數不足，則通識教育中心老師輔導導生人數不受 60

人之限制。      

       三、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以指導教授為一般導師。未

確定指導教授前，以系主任或所長為一般導師。  

第四條   院長導師、主任導師及一般導師之導師輔導費依每位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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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導生人數發給，每學年核發十個月，其標準如下︰     

       一、家族導師制之導師輔導費每月每位導生 1點。 

       二、進修學士班(含二年制在職專班)導師輔導費每月每位導

生 0.5點（以班級為單位，不得拆班）。 

       三、延修生輔導費每月每位導生以 0.5點計。 

       四、研究所導師不支領輔導費。 

       五、擔任院長導師及主任導師者，各核發 30 點之輔導費，

若院長導師及主任導師兼任家族導師者，輔導費以 15

點為上限。 

    六、一般導師未達 16點或超出 32點均不予核發輔導費 (兼

任行政主管未達 16 點仍核發輔導費，其餘與一般導師

相同)。 

第五條  導師之聘請原則如下︰ 

    一、一般導師由各系(所、班)主管於每學年開始前一個月內

推薦，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二、輔導費及導師與導生名冊，請各系(所、班)於每學年開

學前一個月內綜整，統一由各學院送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彙整，陳校長核示。 

第六條  各系導師事務之聯繫，由系(班、所、院)行政人員負責協

助之。 

第七條  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院長導師 

           (一)負責領導、推動各所屬院之導師制。 

           (二)召集並主持所屬院之優良導師遴選會議。  

           (三)出席學校相關之導師會議。  

           (四)召集並主持所屬院導師會議(每學期至少一次)，

檢討與改進導生輔導實施情形。 

           (五)依法有保密導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之義務。 

           (六)宣導各所屬院參酌諮商輔導組之導生心理測驗結

果，做為導生之輔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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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鼓勵各所屬院踴躍率同導生參加諮商輔導組主辦

之各類心理講座、成長團體活動。 

           (八)其他相關輔導事項。   

        二、主任導師︰ 

           (一)負責領導、推動各所屬系之導師制。 

           (二)所屬系各家族(班)學務活動之設計與運作。 

           (三)召集並主持所屬系導師會議(每學期至少一次)，

檢討與改進導生輔導實施情形。 

           (四)出席學校相關之導師會議。 

           (五)每學期註冊及選課時，洽請一般導師指導導生。 

           (六)依法有保密導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之義務。 

           (七)督導一般導師進行導生休退學輔導，並將紀錄附

於休退學之申請表內。 

           (八)宣導各系參酌諮商輔導組之導生心理測驗結果，

做為導生之輔導依據。 

           (九)鼓勵一般導師踴躍率同導生參加諮商輔導組主辦

之各類心理講座、成長團體活動。  

           (十)其他相關輔導事項。      

        三、一般導師︰ 

           (一)建立、登錄及整理指導導生之基本資料。 

           (二)了解導生個人狀況及家庭背景。 

           (三)利用導師時間宣導校規及各項法令，並上網登錄

輔導紀錄，適時反映導生之心態。 

           (四)促進導生之彼此了解及聯誼。 

           (五)依導生個別差異，輔導選課、課外活動、性向發

展、課業學習、人際關係、就業升學及其他有關事

宜，必要時得轉介諮商輔導組予以心理輔導。 

           (六)評定導生操行成績(附評語)。 

           (七)出席負責輔導之導生系所的導師會議、院導師會

議、全校導師會議及各項輔導座談會，列席有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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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學務委員會議。 

           (八)與院長導師、主任導師、輔導教官密切聯繫，協

同輔導導生。 

           (九)進行每學期家族會議或班會活動。 

           (十)轉達導生對學校之合理建議事項及開導導生觀

念。 

           (十一)報請學務處獎懲有優良事蹟或嚴重過錯之導

生。 

           (十二)視導生實際情形，密切聯繫其家長。 

           (十三)督促導生參加重要集會或學術性座談會。 

           (十四)依法有保密導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之義務。 

           (十五)進行導生休退學輔導，並將紀錄附於休退學之

申請表內。           

           (十六)參酌諮商輔導組之導生心理測驗結果，做為導

生之輔導依據。 

           (十七)踴躍率同導生參加諮商輔導組主辦之各類心理

講座、成長團體活動。 

           (十八)其他相關輔導事項。   

第八條  導師輔導方式採隨機輔導、個別輔導和團體(如座談、討

論、聯誼、郊遊等)輔導方式進行。 

第九條  學務處提供導師工作之輔導紀錄，作為教師獎勵、升等與

考核之參考。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起

次學年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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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2 本系各學期期中預警登錄完成率 

學年/學期 完成預警課程數 預警完成率 

96-1 57 100% 

96-2 57 100% 

97-1 59 98.33% 

97-2 58 93.55% 

98-1 59 96.72% 

98-2 61 96.83% 

99-1 53 100% 

99-2 53 98.15% 

100-1 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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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3義守大學學生停修課程辦法 

 

 

6



附件 3-1-4義守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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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5義守大學大學部及進修部相互選修課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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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6義守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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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7義守大學教師開授英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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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8義守大學學生讀書會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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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1義守大學慈恩助學金實施要點 

 

義守大學慈恩助學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廿五日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八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十七日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廿五日修訂通過 

                

一、主    旨：為協助家境清寒之本校學生，得以順利完成學業，特設置本助

學金。 

 

二、申請對象：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家境清寒，致使就學有經濟困難者。 

 

三、申請時間： 

(一)在校生：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末公告並接受申請，本次未錄取者，除資格不     

符者外，將列入新生部分再合併審核）。 

(二)新 生：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公告接受申請。 

 

四、申請檢附文件：向學生事務處服務教育組填具申請單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上學年成績證明單(每學期平均學業成績六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

上，服務教育成績列入參考)，新生及轉學生，不在此限。 

(二)系主任及導師推薦函。 

(三)學生證影本及低收入戶證明(僑生及外籍學生檢附該國家庭收入證明)。 

(四)家庭情況之事實陳述。（自傳）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五、補助金額： 

(一)補助生活費，日間部同學每月補助陸千元整；進修部同學每月補助參仟元

整。 （每學期以四個月計，每學年以八個月計）。 

(二)受補助學生於辦理轉學或休學時，停止補助。 

 

六、審查方式：由學生事務處初核後，提報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 

 

七、受補助學生由學校分配工讀任務，每月配合工讀支薪。若有不願工讀、無

故未完成工讀、工作不力或不接受工讀單位輔導，經任用單位提出事實證明者，

即取消受補助資格，不再發予助學金並取消下年度申請資格。 

八、本要點經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送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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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2義守大學義联集團書燁獎學金申請及審查辦法 

 

義守大學義联集團書燁獎學金申請及審查辦法 
 

89年 1月 18日修訂通過 

97 年 11 月 5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5 月 27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第一條    為激勵本校學生努力向上培養敦品勵之精神，義联集團

特提供本獎學金辦法。 

第二條    凡現就讀本校大學部日間部之四年級應屆畢業學生均得

申請。 

第三條    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公告辦理。 

第四條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為主辦單位。 

第五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總預算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原則，依順

位及排序核發，得獎者除得領取獎學金外，獲贈獎牌乙座，

並於畢業典禮中頒獎。 

第六條    申請人需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

分以上。 

二、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未曾受警告以

上之處分。 

三、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或同級以上英文能力

檢測及資訊應用能力檢測六十分及格以上。 

前項第三款所稱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同級以上之英

文能力檢測如下: 

一、托福外語能力測驗 IBT40分以上通過。 

二、多益 TOEIC550分以上通過。 

三、國際英語語言測驗/雅思 IELTS 4.0 分以上通過。 

四、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第一級 230分以上通

過。 

五、外語能力測驗 FLPT 150分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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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認證 Cam. Main 

Suite KET以上通過。  

七、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 Level1

以上通過。 

八、網路全民英檢(NETPAW)中級初試以上通過。 

第七條    符合第六條基本條件及下列第一或第二順位規定者可提

出申請: 

一、第一順位: 

(一)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學業之平

均成績均為八十分以上且在全班之成績每學期

均為第一名者，獲獎學金新台幣六萬元。 

(二)自行參加或甄選參加全國性科技比賽成績得冠

且其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成績

平均為八十分以上，獲獎學金新台幣六萬元。 

(三)自行參加或甄選參加重要之國際性科技比賽成

績得冠且其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為七十五分以上，獲獎學金新

台幣六萬元。 

(四)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各科成績

均八十分以上，獲獎學金新台幣六萬元。 

二、第二順位: 

(一)最低申請標準: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共七學

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為八十分以上。 

(二)符合前目規定，且依下列積分計算方式得積分

61分以上者，為第二順位: 

1.全班第一名得積分十分。 

2.全班第二名得積分三分。 

3.全班第三名得積分一分。 

(三)第二順位依積分高低排序，積分相同則並列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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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順位核發獎學金新台幣五萬元。 

獎學金依第五條預算由第一順位優先核發，若未超出預

算則繼續核發第二順位;若加計第二順位獎學金已超出預

算，則第二順位依積分高低排序核發，以積分較高者優先核

發。 

以第一項第一款第二、三目標準申請，成績特優者，得

另為專案獎勵。 

第八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資料以供審查︰ 

一、獎學金申請表。 

二、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 

三、英文能力檢則成績證明及資訊應用能力檢測及格證

明。 

四、以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三目標準申請者需繳

交證明文件。 

第九條    獎學金之審查由本校召開獎學金委員會會議，經會議審

查通過之得獎名單，由主辦單位公告。 

第十條    獎學金審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進修部主任、

各學院院長、會計主任擔任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起

實施。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

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八條第三款自一百年八

月一日實施，其餘條文自九十九年八月一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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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義联集團書燁獎學金申請表 
 

 

 

 

 

 

 

 

學

生

填

寫

欄 

學   系 學號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請勾選符合申請標準 

第一順位:(請勾選) 

□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學業之平均成績均為八十分以上且在全班之成績每學

期均為第一名者，獲獎學金新台幣六萬元。 

□自行參加或甄選參加全國性科技比賽成績得冠且其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成

績平均為八十分以上，獲獎學金新台幣六萬元。 

□自行參加或甄選參加重要之國際性科技比賽成績得冠且其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為七十五分以上，獲獎學金新台幣六萬元。 

□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各科成績均八十分以上，獲獎學金新台幣六萬元。 

第二順位:(請勾選) 

□第二順位:得總積分_____分(獲第一名___次、第二名___次、第三名___次) 

最低申請標準: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共七學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為八十分以上。依下

列積分計算方式得積分 61分以上者，為第二順位，核發獎學金新台幣五萬元。 

1.全班第一名得積分十分。2.全班第二名得積分三分。3.全班第三名得積分一分。 

班

導

師

推

薦 

 

 

 

 

 

                                           簽名: 

系

所

主

管

推

薦 

 

 

 

 

 

                                           簽名: 
說明︰一、凡現就讀本校大學部日間部之四年級應屆畢業學生均得申請。 

二、基本條件︰ 
(一)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二)第四學年上學期以前(七學期)每學期未曾受警告以上之處分。 
(三)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或同級以上英文能力檢測及資訊應用能力檢測六

十分及格以上(本條件自一百年八月一日實施)。 
三、申請文件︰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資料以供審查︰ 

(一)獎學金申請表。 
(二)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 
(三)英文能力檢則成績證明及資訊應用能力檢測及格證明(自一百年八月一日實

施)。 
(四)以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三目標準申請者需繳交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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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3義守大學碩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義守大學碩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四日通過 

100年 9月 1月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第一條    為獎勵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碩士班在籍研究生從事

研究、提昇研究風氣，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學金之業務承辦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以下簡稱課指組)。 

第三條    獎學金申請資格：各系(所)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及二年級

研究生（不含在職專班、外國專班、或其它已獲補助之專班）。 

已領有外國學生獎學金者不得申請。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流程如下: 

一、每學期完成註冊手續後，依各系(所)之規定向各系(所)

辦公室提出申請。 

二、申請方式及審查標準等相關細則，由各系(所)務會議

訂定，並送各學院彙整審查後，再送獎學金審查會審

查，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各系(所)應於第一、二學期開學後之第四週結束前，

送交核定名冊(附件一)及獎學金申請表(附件二)等

資料至課指組賡續辦理。 

四、前項作業完成後，由課指組彙整名冊送請獎學金審核

委員會審核後公告獲獎名單。 

第五條    獎學金名額說明如下: 

一、名額以班為單位，研究生十名以內者，置一名，逾十

名者，每增加十名增置一名，不足十名者，以五捨六

入方式計。 

二、班級人數需當學期已註冊者方可計入，但不扣除第三

條第二項之人數。 

第六條    獎學金金額：每名每學期獎學金新台幣二萬元整。 

20



第七條    獎學金審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任祕書、進修部主任、

各學院院長、會計主任擔任之。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章則規定，或另行

簽請核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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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4義守大學暨義联集團學行優秀獎學金辦法 

 

義守大學暨義联集團學行優秀獎學金辦法 
89年 6月 28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11 月 5 日 97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1 月 13 日 98 學年第 1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1月 16日校長核定公告全文;修正條文自 99年 2月 1日起實施 

第一條    為激勵本校學生努力向上培養敦品勵學之精神，特設置本

獎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之業務承辦單位為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第三條    符合下列資格者，得領取本獎學金： 

一、具有本校大學日間部學籍之學生。 

二、學期成績名列全班前三名、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

於前學期無受懲誡紀錄。 

三、未請領外國學生獎學金及未享有優惠之外國專班。 

四、前學期參與校內社團或志工活動。 

前項第一款不包含延畢生、退學生、休學生及就讀大四下

學期之學生。但大學日間部應屆畢業生繼續就讀本校研究所

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本獎學金於每學期教務處註冊組確認休退學名單及申請

成績更改異動排名結果後，由業務承辦單位公告初審名單。初

審通過者需於指定期限內送交合格「參與校內社團或志工活動

證明表」(如附件)。前項作業完成後彙整合格名冊送請獎學金

審核委員會審核，並公告得獎名單。 

第五條    獎勵方式除頒發獎狀外，另頒發獎學金金額如下: 

一、第一名獲義联集團學行優秀獎學金新台幣壹萬貳仟

元。 

二、第二名獲義守大學學行優秀獎學金新台幣捌仟元。 

三、第三名獲義守大學學行優秀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學期成績並列相同名次者，依操

行成績高低決定本獎學金之排序，操行同分則並列同一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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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以下名次從缺，其獎學金採平均分配之（如第一名二位，

則第二名從缺，每人可得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第二名二位，

則第三名從缺，每人可得獎學金新台幣陸仟伍百元，第三名二

位，則每人可得獎學金新台幣貳仟伍佰元）。 

  獎助名次為每班前三名，因故未能領取獎學金者，其空缺

名額不予遞補。 

第六條    獎學金審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祕書、進修部主任、各學

院院長、會計主任擔任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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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5醫管系(所)空間使用表 

編號 用途 備註 

A0609~A0614 教室 6 間 

B0615 遠距醫療多功能  

B0619 醫療資訊系統  

B0621 疾病分類  

A0602A~A0606D 教師研究 14 間 

A0606E 系學會辦公室  

B0616 研究生研究室  

A0603-1 醫管系系主任室  

A0603-2 醫管系系辦公室  

A0601-1~ A0601-2 醫管系會議室 2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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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6醫管系(所)教學/研究教室資產總表 

教室(實驗室)名

稱面積 

教室 

代碼 

負責建 

置教師 
管理人員 

目前建

置進度

(%) 

建置

完成

時間 

支援課程 
是否開放給課程外 

或他系所同學使用 
運作管理或 

建置上需要 

協助或配合處 

(請具體說明) 
名稱 

必/

選修 

學

分 

使用 

頻率 

本

系 

外

系 

理由 

(請具體說明) 

醫療資訊系統專

業教室 

141㎡ 

B0619 郭光明 郭光明 100 96/11 

電腦軟體應

用 
必 3 1次/週 

是 

經

同

意

後

借

用 

1、課程外，另有工

讀生排班開放給同

學使用。 

2、他系同學經同意

後借用。 

 

生物統計學

（一）（二） 
必 

2 

2 
1次/3週 

資訊管理

(兩班) 
必 3 

視教師 

需要 

醫療網路應

用 
選 2 

視教師 

需要 

資料庫管理 選 2 1次/週 

生物統計學

特論 
必 3 1次/3週 

醫療資訊系

統 
選 2 1次/週 

統計軟體應

用 
選 2 1次/週 

公共資料庫

應用 
選 2 1次/週 

疾病分類 

專業教室 
B0621 鄭雅愛 鄭雅愛 100 96/11 

疾病分類 

實務 
選 2 1次/週 是 

經

同

1、課程外開放給同

學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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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電子病歷與

病歷管理 
選 2 1次/週 

意

後

借

用 

2、他系同學經同意

後借用。 

遠距醫療多功能

專業教室 

146㎡ 

B0615 陳芬如 陳芬如 100 99/3 

醫務管理學

(一) (二) 
必 

2 

2 

視教師 

需要 

是 

經

同

意

後

借

用 

1、課程外開放給同

學借用。 

2、他系同學經同意

後借用。 

 

資訊管理 必 3 
視教師 

需要 

社區照護 選 2 
視教師 

需要 

醫療網路應

用 
選 2 

視教師 

需要 

醫療資訊系

統 
選 2 

視教師 

需要 

電子病歷與

病歷管理 
選 2 

視教師 

需要 

長期照護管

理 
選 2 

視教師 

需要 

策略管理 必 3 
視教師 

需要 

醫療資訊系

統 
選 2 

視教師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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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7醫管系(所)辦公室軟硬體財產明細表 
設備 

類別 
設備名稱 

說明及主要規格內

容 
數量 

購置 

日期 

使用 

年限 

經費來源

代碼 
購置金額 

硬 

體 

筆記型電腦 525TE 1 0900702 4 15 64,000 

筆記型電腦 華碩 L3418 2 0920313 4 20 96,000 

電腦 ACER 2 0920709 4 20 44,000 

個人電腦 HP Compaq 3 0930202 4 20 100,000 

彩色雷射印表

機 

HP Color LaserJet 

1600 
1 0960713 5 15 9,500 

黑白雷射印表

機 
HP LaserJet P3005n 1 0960713 5 15 - 

數位相機 Kodak DX-3500 1 0901204 5 20 12,900 

數位相機 Sony 1 0950102 5 15 15,000 

數位 DV攝影機 
SONY-DCR-HC90/H數

位液晶攝錄放影機 
1 0950102 5 15 29,900 

教學用麥克風  2 0920731 8 20 1460 

防潮箱 
防潮大師 D-118C 

C008200 
1 0901101 6 20 - 

防潮箱 防潮大師 ED-320 1 0930715 6 15 15,300 

會議桌  1 0960626 5 15 13,500 

資料櫃 UD-2(900*450*740) 2 0930505 5 20 - 

會客沙發組  1 0910925 5 15 15,000 

會議椅  6 0960626 5 15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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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8醫管系教學/研究教室軟硬體財產明細表 

教室名稱：醫療資訊系統專業教室(B0619) 面積 141 ㎡ 

設

備 

類

別 

設備名稱 
說明及主要規

格內容 
數量 

購置 

日期 

使用 

年限 

經費來源

代碼 
購置金額 

硬

體 

個人電腦  3 0900201 4 15 102,900 

多媒體電腦  3 0900501 4 15 93,870 

個人電腦  15 0901201 4 03 514,500 

個人電腦  8 0920501 4 03 186,400 

電腦 ACER 1 0920709 4 03 22,000 

個人電腦 HP d330 直立式 1 0930109 4 03 33,700 

電腦 HP  7 0940418 4 03 240,100 

電腦設備 HP 9 0940510 4 03 281,610 

電腦及週邊 HP d240 12 0940913 4 03 305,500 

伺服器系統  1 0900701 4 15 34,300 

伺服器 IBM eServer 1 0921219 4 03 26,200 

雷射印表機 HP 1 0890301 5 15 6,300 

繪圖板 
WACOM Intuos 

4*5 USB 
1 0940913 5 03 4,970 

錄影機放置架  1 0880301 8 15 1,200 

電腦桌 140w*70D*74H 7 0901101 10 03 10,500 

電腦桌(附鍵盤) HU-140 4 0911201 10 03 6,200 

電腦桌 140w*70D*74H 4 0920301 10 03 5,200 

電腦桌 140w*70D*74H 10 0930330 10 03 15,000 

掃描器 UMAX 1 0920401  03 5,380 

電子布幕 
RED電動珠光銀

幕 150吋 
1 0960828 6 15 16,000 

BOK擴大機 BOK 2 0960828  15 14,000 

PORO無線麥克風 WR-168 2 0960828  15 13,600 

BOK喇叭 CS-252 S5 4 0960828  15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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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吊架  4 0960828  15 3,200 

廣播教學 

信業 DBS硬體

式廣播教學系

統 

1 0960822 5 15 50,000 

廣播教學系統學生端 
控制外接盒 30 

盒 
1 0960822 4 15 94,000 

穩壓器 
寶應 30KVA (3

相 4W) 
1 0960822 5 15 72,000 

門禁系統  1 0960823 5 15 33,000 

個人電腦  6 0980217  20 130,000 

軟 

體 

廣播教學系統 專業版 61user 0940428  15 39,000 

電腦教室還原系統 網路版 CPR 61user 0940428 0 15 39,000 

Spss  Base 12. 5user 940726  15 216,000 

Spss中文教育網路版 Base 12.0 25user 950405  03 400,000 

醫療資訊系統+Oracle

物件關聯式資料庫系

統 

 1 950731  03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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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9醫管系教學/研究教室軟硬體財產明細表 
教室名稱：疾病分類專業教室(B0621) 面積 54㎡ 

設

備 

類

別 

設備名稱 
說明及主要規格內

容 
數量 

購置 

日期 

使用 

年限 

經費來

源代碼 
購置金額 

硬

體 

塑鋼椅 折合式 30 0960823  15 14,100 

長型折疊桌 108cm*60cm*74cm 8 0960823  15 12,800 

電子布幕 
RED電動珠光銀幕 

100吋 
1 0960828 6 15 12,000 

白板 10呎*4呎 1 0960830  15 3,960 

單槍 SHARP 1 0920701 8 03 94,000 

擴大機 MP-8640 1 0880317 8 15 5,000 

ICD-9 工具書 最新版 30 0960830 0 20 78,800 

醫學術語字典 最新版 16 0960830 0 20 11,200 

附鎖書櫃 約 25呎 1 0960823 5 15 98,000 

 

30



附件 3-2-10醫管系教學/研究教室軟硬體財產明細表 

教室名稱：遠距醫療多功能專業教室(B0615) 面積 146㎡ 

設

備 

類

別 

設備名稱 說明及主要規格內容 
數

量 

購置 

日期 

使

用 

年

限 

經

費

來

源

代

碼 

購置金

額 

硬

體 

電子布幕 
DA-LITE電動珠光銀

幕 150吋 
1 0970102 6 15 28,000 

門禁系統  1 0960823 5 15 33,000 

BOK擴大機 BOK 2 0960828  15 14,000 

PORO無線麥克風 WR-168 2 0960828  15 13,600 

BOK喇叭 CS-252 S5 4 0960828  15 24,000 

喇叭吊架  4 0960828  15 3,200 

電腦主機與螢幕  4 0971124  20 100,000 

VGA矩陣分配器  2 0971124  20 51,000 

不斷電系統 
直立型 1000VA 

離線式(Off-Line) 
5 0971124  15 17,500 

機櫃 
 

30U 1 0971124  15 22,000 

液晶電視 (含吊下吊架施工) 32吋 4 0971124  20 100,000 

2合 1血糖血壓機 臂式 4 0971124  20 40,000 

傳輸血壓計 支援 RS232 3 0971124  20 30,000 

多功能生理監測系統 穿戴式 1 0971124  20 54,000 

沙發 雙人座 2 0990201  15 60,000 

餐桌椅  1 0990201  15 13,000 

手動病床  2 0981210  15 60,000 

RFID reader 
UHF mid range Reader: 

Summit SR915M 1 0990104  15 33,000 

皮面診療床 184cm*65cm*70cm 1 0981210  15 10,000 

數位攝影機(內含硬碟 240G) 
SONY HDR-XR520V高畫

質 
1 0981223  15 50,000 

記憶體 DDR2-667  2G 4 0981223  15 20,000 

PDA EEEPC : 1 0981223  15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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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點觸控觸控式螢幕

/Intel Atom N270 + 

945 GSE/DDR II 1GB

記憶體/160G SATAII 

5400rpm硬碟

/10/100/1000網路/ 

Mbps802.11 b/g/n無

線/15.6吋 16:9 超

寬螢幕/3組音效接孔

提供 5.1聲道/麥克風

輸入/ Gigabit LAN x 

1/ USB 2.0 x 4 

軟

體 

醫療影音照護隨選互動教學系統

軟體 
 1 0971124  20 180,000 

遠距居家照護系統軟體  1 0971124  20 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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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1義守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義守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91年 3月 1日學務處處務會議討論通過 

91年 4月 1日學務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91年 5月 8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1年 6月 5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 一 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落實學生自治理念，培

養學生民主素養，促進校園意見溝通，並增進服務精神，特依大學法

第十七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三十七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成立學生自治團體，目前學生自治會係為本校唯

一之學生自團體，學生自治會之會員限本校在學學生。 

第 三 條  依本辦法成立之學生自治會，為本校學生之最高代表組織，代表學生

行使學生自治權利，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之事項。 

第 四 條  學生自治會之組織章程、相關運作規定及解散，由自治會依民主程序

訂定之，報請學校核定後實施。 

第 五 條  學生自治會之會長及副會長，應由本校學生中以公開、普選方式產

生，其任期為一年。 

第 六 條  學生自治會應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接受學生事務處之

輔導。 

第 七 條  學生自治會需報請學校核可後，始得向會員收取會費。若申請學校代

收會費則必須依據教育部頒「私立大專校院向學生收取代辦費注意事

項」及本校「學生社團收取代辦費施行細則」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 八 條  學生自治會須經輔導單位同意後，始得對外募款或接受捐助。 

第 九 條  學生自治會之會費使用及核銷並定期公布外，應接受輔導單位之監督

與稽核且須符合本校會計規定及相關法令。 

第 十 條  學生社團成立及辦理各項活動，應向學生自治會辦理登記，並由自治

會加以初審。 

第十一條  學生自治會得依本校各項會議規定，推派代表出席或列席參與有關學

生權益之會議。 

第十二條  學生自治會之幹部得參加本校舉辦之各項研習及參訪活動，以充實學

生自治理念、管理能力及議事技能。 

第十三條  學生自治會違反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者，其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

理，並應負法律之責任。 

第十四條  有關學生自治會出版品刊物發行，準用「義守大學學生刊物發行辦法」

辦理。 

第十五條  本校學生自治會視為本校學生社團組織之一。學生自治會組織之各項

規定除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外，有關下列相關事項，準用「義守大學學

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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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學生自治會之各項活動。 

二、 有關學生自治會指導老師之聘任。 

三、 有關學生社團使用之場地（含社團辦公室）及器材借用等事項。 

四、 有關活動文宣、海報張貼等事項。 

五、 有關活動經費補助及財務處理、會務移交之規定。 

六、 有關參與年度學生社團績效評鑑活動之規定。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逕送校務委員會審議後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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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2義守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辦法 

義守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辦法 

七九、  十、十九  訓 育 委 員 會 通 過 

八三、十一、二五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 

八八、十二、一五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訂 

八九、  一、二六  學生事務處務會議修訂 

    第 一 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輔導學生參與學生社團活動，充實休閒生活，陶冶合群品德，培

養領導能力，樹立優良校風，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學生社團之組織及活動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校規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組織各種學生社團招募社員，推展社務。 

學生社團分為下列六種： 

(一)服務性社團：以推展社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二)學術性社團：以系學會及學會為主之社團。 

(三)學藝性社團：以研究學術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四)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樂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五)體能性社團：以培養學生體育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六)綜合性社團：兼具前述二種性質以上之社團。 

第四條  各社團組成成員以在本校肄業學生為限，每一學生除為其所屬學系之當

然會員，參加全校及系際性之各項活動外另得視其興趣與需要參加校內

社團至多三個。但其學業受減修處分者，在減修期間學校得對其課外活

動之參加予以適當之限制。 

第五條  學生社團應設置指導老師。各系學會應簽請校長同意聘請各學系主任為

該學會當然指導老師。 

第六條  學務處負責學生社團活動之考核與指導並應設置專卷詳載學生社團組

織、會員、經費、活動狀況及成果等。 

第七條  學務處應適時指導學生社團，舉辦有關民族精神教育、科學、文藝、國

際現勢之專題講演或座談會、論文、壁報、演講、辯論、書畫、攝影、

音樂等比賽，出版各種刊物暨舉辦各項康樂活動。 

    第 二 章 學生社團之設立 

第八條  學生為辦理合於下列宗旨之經常性課外活動得申請組織社團： 

(一)闡揚中華文化，激發愛國情操。 

(二)提高讀書風氣，砥礪學術研究。 

(三)促進身心健康，陶冶性情，調劑生活。 

(四)敦睦同學情感，發揚互助精神。 

(五)服務同學，地方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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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經學務處認為可資提倡之正當活動。 

第九條  學生社團之設立，其流程如下： 

(一)應經本校十人以上之發起及連署並填具「學生組織社團申請表」(表

格編號 CLUB-A-01)及「學生社團組織概況」（表格編號 CLUB-A-02）

送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依第八條審核許可

後，始得定期召開籌備會議，若校內已有相同性質之社團，課指組

得不予許可。 

(二)籌備會議擬定社團組織概況草案暨召開成立大會之日期後，應送課

指組備查。 

(三)籌備會議結束後十五日內召開成立大會，並應於召開前七日以書面

報請課指組核准。 

(四)社團於成立大會結束後十日內，應將社團組織章程送課指組核備並

辦理登記，始可開始進行社團之各項活動。 

(五)社團成立半年內列為觀察性社團，半年後經課指組考核通過後始可

成為正式社團，未通過者取消社團登記。 

第十條  社團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社址，應設於校內。 

(四)會員資格。 

(五)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六)組織職掌。 

(七)幹部產生與任免程序。 

(八)幹部任期。 

(九)會議程序及舉行時間。 

(十)經費來源。 

(十一)通過及修改章程之程序。 

第十一條  各社團成立後，應將開會紀錄、組織章程、登記表、社員名冊及負責

人姓名、年齡、級組，及社團網頁等相關資料送課指組備查。 

第十二條  社團經登記後社團之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七日內完成變更之登

記。社團改選後之更新登記事項與前項同。 

第十三條  社團登記之事項有不符合許可條件者，課指組應限期令其補正，逾期

不補正者應拒絕其登記並撤銷許可。 

第十四條  社團印信由課指組統一格式，交由社團自行印製。 

第十五條  本校各社團舉行各項會議時均依照內政部頒佈之會議規範所規定者

辦理。 

第十六條  社團設立許可經撤銷者，其發起人於六個月內不得再為同一社團之發

起人。 

36



    第 三 章 學生社團之組織 

第十七條  社團之社員以本校在學學生為限，並應依所屬社團章程之規定享權

利、盡義務。 

第十八條  社團負責人對內主持社務，對社員大會負責。對外代表社團。社團正、

副負責人由具備下列條件者競選擔任之： 

(一)參加競選之該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總成績七十分以上，學會負責人應

經系主任同意。 

(二)其學期操行成績七十五分以上，且未受小過(含)以上行政處分者。 

(三)上列學行標準如有特殊困難時，由課指組會同候選人導師與老師(系主

任) 聯合處理之。 

第十九條  學生社團負責人之選舉由各學生社團報請課指組核可召集社員大

會，以無記名投票法選舉之。其出席人數需為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

以得票較高者當選，如僅一人競選應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選舉完畢即將會議紀錄連同選票一併送至課指組存查，如發現選

舉有不當情形得由學校宣佈當選無效，另行改選。學生社團負責人之

罷免應有全體社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經三分之二社員出席，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同意方能成立，社團負責人之選舉辦法得由社團自訂，報請

課指組核備實施。 

第 廿 條 依法當選之社團負責人需檢附社（系）員大會之會議記錄等相關證明

文件由學校課指組認證其資格，任期為一年，不得連選連任。未經報

請課指組核准不得中途改選。社團負責人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應另行

改選。但各社團另有其副負責人代理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廿一條  社團負責人改選應於改選前七日內報請課指組公告之，並派員列席輔

導。 

第廿二條  社團負責人應出席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因故不能出席者，經課指組同

意後得委託社團幹部代表出席。無故缺席者以不出席學校重要集會議

處之。 

第廿三條  擔任社團職務之社員，概為義務無給職，每人以擔任一個社團之負責

人為限。但擔任班代表不在此限。 

第廿四條  學生社團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下列事項應經社員大會決議： 

(一)章程變更。 

(二)負責人之選舉及罷免。 

(三)社團負責人之監督。 

(四)社員之開除。 

(五)社團之自行解散。 

第廿五條  社團為執行前條第三款之監督，得置監事或監察若干人。 

第廿六條  社員大會決議除另有規定外，以全體二分之一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

一同意作成之。每社員有平等之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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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條  變更社團宗旨、社團修改章程、社團解散及處分社團財產之決議，應

有社員三分之二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同意決定。各社團另有嚴於

前項定者，從其規定。上述情事如有涉及社團之目的與性質時，應先

經課指組許可。 

第廿八條  社員大會之決議違反法令、校規、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或章程者無效。 

第廿九條  社員大會出席社員未達法定人數，但已達全體社員三分之一時得為假

決議，將假決議通知各社員於二週內再開大會，對於假決議如有三分

之一社員出席，出席社員有二分之一同意時視同正決議，假決議不適

用於第廿七條所規定之特殊決議事項。 

第 卅 條  學生社團各項會議應作成紀錄，經指導老師簽署後存查。 

第卅一條  社團各項會議應有指導老師列席指導。指導老師對於決議之事項有無

第廿九條之情事得予說明之。 

第卅二條  社團因活動需要，得向課指組申請配借辦公室及器具，借期以一年為

限，期滿得續借。並須遵守本辦法第九章「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使用

辦法」之各項規定。 

    第 四 章 學生社團之活動 

第卅三條  社團指導老師之聘請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為使社團活動順利進行，各社團得敦聘本校教師、教官或有關輔

導人員一名為社團指導老師（行政指導）。 

（二）各社團須於每年五月或十二月前填具社團指導申請表（表格編號

CLUB-B-04）並向課外活動組辦理登記審查，經學務處核定後方准

聘請。中途聘請或未經核定擅自聘請者，均屬無效。 

（三）各社團行政及技藝指導老師之任期與社團負責人相同，社團負責

人改選交接後，由該社團視實際需要予以續聘或另行改聘。 

（四）社團活動期間如有特殊事故或意外事件發生時，社團負責人應妥

善處理，並報請社團（行政）指導老師協助處理。 

第卅四條  社團﹁技藝指導老師﹂之聘請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以美術、音樂、體操、舞蹈、國術、擊劍等藝術及武藝活動或其他

經課外活動組認可之活動項目為限。 

(二)由各該社團於每年五月或十二月前填寫社團指導申請表並檢附老

師學經歷証件，向課外活動組核備後。由各該社團自行敦聘之，任

期與社團負責人相同。 

(三)經聘請之﹁技藝指導老師﹂應於課外時間每週指導該社團活動一

至二次。 

第卅五條  本校學生課外活動概分為下列四類： 

(一)學術性活動： 

(１)組織各種研究學會。 

(２)出版學術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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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舉辦學術演講、座談、辯論及調查、參觀、訪問、展覽等各項

活動。 

(４)其他學術之活動。 

(二)康樂性活動： 

(１)舉辦旅遊、晚會、土風舞會及各種遊藝活動。 

(２)舉行音樂演奏、戲劇公演及各種戲劇欣賞會。 

(３)配合國家各種慶典、適時展開各項文化宣傳活動，以激發全校

學生之民族意識及愛國情操。 

(三)服務性活動： 

(１)殘障服務。 

(２)老人與孤兒服務。 

(３)勞工服務。 

(４)社區服務。 

(５)一般福利服務。 

(６)其他各種臨時性服務。 

(四)聯誼性活動： 

(１)組織僑生、畢業生及女生聯誼會。 

(２)舉辦本校各社團間之聯誼活動。 

第卅六條  社團於每年五月或十二月前，應將下學期活動內容及進度預定表計劃

書送課指組備查，每學期活動應不得少於二次。社團於成立後或改選

後，無正當理由且一學期無一次經學校核准之符合社團宗旨之活動紀

錄者視為自動解散。 

第卅七條  社團舉辦之活動均應徵得指導老師同意並簽名，於七日前向課指組申

請許可及登記，課指組認為必要時得派員列席輔導。 

第卅八條  社團活動除教育部或有關之機關、團體另有規定或性質特殊經學務處

許可外限在校內舉行集會、演講、座談等活動，以在本校室內場所

舉行為原則，校外活動應另檢附有關資料備查，辦理大型舞會或演

唱會等活動，將依辦理大型活動申請須知辦理。 

第卅九條  學生社團集會時如需邀請校外人士參加，須先陳准後始得辦理，非申

請獲准不得有校外人士參與策劃、支配或影響等情事。 

第四十條   學生社團對外接洽或交涉事項，不得擅自對外行文，如有必要得經

行政系統簽准，以學校名義行文，其程序如下：(社團)各負責擬稿 

→ 課指組初核→ 學務長→ 秘書室→ (文書組發文)。擅自對外行

文，如經查查證屬實違者當依校規議處。 

第四十一條  社團活動經許可後，而其活動期間或地點有所變更時，應即向課指

組報備。若其活動內容有變更時，亦應報請課指組同意。 

第四十二條  社團活動結束後，社團負責人應向課指組提出書面報告。 

第四十三條  社團有接受學校委辦事項之義務。前項委辦事項之經費由學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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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四十四條  凡各社團舉辦一切活動均須於事先完成申請手續，事後辦理者一律

不准，並追究責任。 

第四十五條  各社團舉辦活動均應按下列程序申請，缺一不可： 

(一)向承辦人領取申請表，逐項工整填妥送請指導老師簽名。 

(二)繳回申請表，由學治會初核再送課指組復核。 

(三)送各會同單位簽註意見。 

(四)送請核定後，始可辦理。 

第四十六條  各學系及社團舉辦學術演講，應於活動後一週內，將演講紀錄送課

指組備案，前次紀錄未送者，不得舉辦下次活動。 

第四十七條  各社團舉辦夜間活動，不得影響進修部教學及圖書館、宿舍安寧。 

第四十八條  團體登山請與野營登山協會及當地警察或林務等有關機關團體密

切聯繫 ，以策安全，必要時課指組得要求參加同學繳交家長同意

書。 

第四十九條  旅行參觀時，應特別注意交通安全，切實遵守秩序並應遵守本校「學

生校外活動須知」辦理。 

第五十  條  班(系)際學生活動，由各班(系)代表負責舉辦，由導師(系主任)

負責督導。 

第五十一條  學生社團一切活動，均須採取公開方式，不得有秘密活動。 

第五十二條  學生社團應在課餘時間舉辦活動除非情形特殊，參加同學不予准

假。 

第五十三條  校外及校際活動(出國、聯誼、競賽、參觀、訪問等)須事前報請學

務處轉陳校長核准始得舉辦。 

第五十四條  凡參加校外活動之學生代表，其上一學期之學業成績須在七十分以

上，操行成績須在八十分以上。 

第五十五條  學生社團分發或傳閱之文件卡片等(含戲票彩券等)製妥後必須先

送課指組審閱核准並蓋該組印章始能分發。未經核准擅自分發者，

得由學校主管單位予以勸阻制止並依校規議處。 

第五十六條  課指組於每學期應召集各社團負責人舉行聯席座談會一至二次，商

討社團活動事項加強社團之聯繫若遇有重要事故得召開臨時會。 

第五十七條  課指組於每學期應定期召開各社團幹部聯席會議，商討有關活動事

宜並溝通各社團間之觀念與意見。 

第五十八條  學期結束前由學務處逐項核對各學生社團於學期開始時擬訂之活

動計劃，其工作之成績經評定優良者，由本校分別給予適當獎勵。 

    第  五 章 場地、物品暨器材之借用 

第五十九條  社團活動依本辦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經申請許可後，始得申請借用場

地、物品、器材及海報宣傳。 

第六十  條  社團活動之場地以借用本校指定之學生活動場地為原則，且應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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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活動申請單先向活動場地主管單位洽借登記後，再向課外活動組

辦理活動申請。其活動性質及預定參加人數不適宜在場地舉辦者，

得於課外活動組核准後洽借其他場地。但不得與上課或學校集會時

間衝突。 

第六十一條  申請活動核准後，該社團應執活動申請單核准影本於活動日前向活

動場地主管單位確認。 

第六十二條  社團活動場地如與學校活動衝突學校優先。 

第六十三條  各社團設計活動應配合場地各梯次使用時間，準時開始及結束，不

得拖延，使有限場地得以充分利用。 

第六十四條  校內支援單位及器材： 

(一)醫藥衛生設備：保健室可支援戶外活動之醫藥設備「急救箱」，但應

提前辦理借用手續。 

(二)社團器材設備：由課指組負責借用手續。 

１．社團專用器材： 

甲．於每學期註冊後一星期內由社團負責人開立借據借用，借用期間

一學期，於該學期期末考前一星期歸還。 

乙．社團負責人更換時不得私自將器材移交，應將所借器材如數歸還

課指組點收，再由新負責人立據借用，否則如有缺失由原借負

責人負責。 

２．社團共用器材：由社團負責人持「活動申請核准影印本」於使用前一

天立據借用，使用後應按時歸還。 

３．賠償： 

甲．社團使用器材應妥為保管及使用，並應按期歸還，如不按期歸還

經催告逾三天以上者，停止借用一學期。 

乙．借用器材因使用損壞，由該社團借用人負責修復，費用自行負擔，

如過失損壞致不堪使用或遺失者，除依時價賠償外並依校規議處。 

４．社團專用器材各社團應妥為保管使用，惟已逾學校規定使用年限之器

材非過失損壞致不堪使用者，得於學期末附送原器材呈請學校核准報

銷。 

      第六章 社團文宣之管理 

第六十五條  本章所稱之社團文宣，係指各社團發行之海報、通告、啟事、傳單

或其他具宣傳與通知之文件。 

第六十六條  社團文宣依「學生海報張貼注意事項」辦理。 

第六十七條  社團發行文宣違背本章規定者，學校應予勸導，不聽勸導者得沒收

文宣，並視其情節輕重懲戒該社團及社團負責人。 

第六十八條  如遇重大慶典節日或特殊事故學校需統一使用社團公佈欄時，各社

團應暫行停用。 

第六十九條  學生個人除因尋物、招領啟事外，非經課指組、生活輔導組或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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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之許可，不得以私人名義在校內或宿舍張貼任何文宣。 

    第  七  章  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 

第七十  條  為健全社團運作，提昇社團活動品質，除鼓勵各社團向所屬社員收

取社費及向自治會申請補助外，特訂本經費補助辦法。 

第七十一條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本校正式核准成立之社團。 

(二)社務運作正常。 

(三)年度社團評鑑合於補助標準（將於年度社團評鑑規定之）。 

第七十二條  社團活動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限制參加對象之聯誼活動不予補助。 

(二)一般社團所舉辦的聯誼活動︰一般社團舉辦迎新會、歡送畢業

同學會、郊遊、旅行等，不予補助。 

(三)各社團所舉辦的一般例行活動︰露營社團(舉辦露營)登山社

(舉辦登山活動)土風舞研究社(舉辦土風舞練習)溜冰社(舉

辦溜冰活動)及社團組訓等均不予補助。但康樂、體能性社團

如舉行康樂或體能競賽(不限該社團會員參加者)則可視實際

狀況予以補助。 

(四)各系之教學、實習、實驗或參觀活動。 

(五)其他經課指組認為不得申請之活動。 

第七十三條  經費補助種類： 

(一)一般補助。 

(二)專案補助。 

第七十四條  一般補助之規定： 

有助於社團健全發展或社員能力提昇之活動，如訓練營或研習會。 

校內外大型活動。 

學術文化講座。(申請時請附演講者背景及講座內容) 

參賽或參展(代表學校者，將全額補助交通費及膳雜費貳佰元/天)。 

成果展或舉辦社團、系週。 

刊物出版。 

其他值得鼓勵之同性質活動。 

詳見課外活動組簽請之「年度學生社團經費補助標準」 

第七十五條  專案補助之規定： 

(一)受學校委辦之活動，如全校性大型活動。 

代表學校參與社會服務之活動。 

績優社團之大型活動。 

(二)其他同性質專案活動。 

第七十六條 

(一)各項經費補助以不超過總經費一半為原則，但受學校委辦之活

42



動，得全額補助。 

(二)一般活動申請應於五天前提出，若申請經費補助須於十四天前

提出。 

(三)凡各項經費補助，均須於活動日結束後 21個工作天內， 檢附

活動成果報告書及支出憑證、收支項目明細表等資料，向課

指組辦理核銷手續。 

第七十七條  社團如需購置專門器材，應以專案向課指組申請補助。課指組得審

核其預算，依其實際需要為裁量。 

第七十八條  社團申請補助費及專門器材購置時，社團負責人應檢具申請書，填

寫活動計劃及經費預算，送請課指組核辦。購置專門器材之社團，

到貨時並應報請課指組轉會計室驗收並應列入財產保管。 

第七十九條  社團申請補助費，事前應為精密之預算經核可後不得任意超額支用

或變更支用，亦不得事後請求追加補助。 

第八十  條  各社團於上學期結束前，須提報年度活動計畫，以利經費預算之編

列。學生社團活動補助，由課指組依據「年度學生社團經費補助標

準」之規定辦理。 

第八十一條  社團活動在執行時必須特別注意預算之控制尤須按照已定之計劃

施行，每項支出必須取得「支出憑証」，並於活動完畢立即整理支

出憑証辦理核銷手續。自籌經費如係由會(社)員繳納、有關單位補

助、廣告收入、書(唱片)展覽收益、義賣收入亦須詳列帳目，附同

支出憑證向會(社)員或參加同學提出報告與送請學校備查，以昭徵

信。 

第八十二條  拿取支出憑証應注意事項： 

(一) 單據之抬頭：義守大學。 

(二) 印章是否齊全：商號及負責人印章。 

(三) 收銀機發票：請開立學校統一編號(０七九二七七四三)。 

(四) 二聯式發票：請開立學校抬頭暨住址。 

(五) 三聯式發票：本校非營利單位不可使用。 

(六) 普通收據：注意是否有商店統一編號、店戳、負責人私章。 

(七) 私人收據：應有詳細地址、身份證字號及加蓋私章。 

(八) 估價單及送貨單等不得做為收據。 

(九) 商品名稱、規格、數量等，注意是否與請購、驗收單符合。 

(十) 金額：單價乘數量是否與總價相符、總額大寫。 

(十一)塗改：有否加蓋有關印章。 

第八十三條  學校補助申請核准程序及領款程序分列於下︰ 

(一)先經學生自治會簽核。 

(二)送交課指組審核。 

(三)轉陳學務長複核。 

43



(四)送會計室審核與簽註意見。 

(五)陳請校長批示。 

(六)奉准後原案送交會計室開付支付傳票(小數額案件由社團先行

墊付，活動結束後檢據核銷)。 

(七)支付傳票完成法定程序後由會計室送出納組付款。 

第八十四條  社團經費之運用如有浮報、挪用或浪費之情形，學務處得對社團負

責人及有關學生依校規予以議處並限期追繳賠償。 

    第 八 章 財務處理 

第八十五條  記帳： 

全部收入登帳：社團之各種收入，必須全部登載，包括社(會)員繳

納社(會)費，學校補助，社團本身之收入(舉辦書展收益、廣告費、

義賣收入等)社團接受外界之捐助及其他收入等，應全部登載於各

社團之帳簿。 

第八十六條  經費支出： 

(一)社團經費支出必須按照一定程序，經過承辦人提出，總務同意，社

團負責人核可，始可動用。若由社團負責人授權而支出者，支出後

亦需要負責人之認定。 

(二)支用必須取得支出憑証。 

(三)公開徵信： 

(１)各社團之經費收支必須公開徵信，亦即公佈使社(會)員明瞭收支情

形。 

(２)每學期結束前十日或社團移交前應將該學期收支現金帳送課指組

審閱。 

第八十七條  經費核銷： 

本項報銷專指由學校補助之經費，社團應於活動完畢後，檢具單據

核銷。 

(一) 發票收據數額、項目應與原列出計劃相符並檢查單據是否完整、齊

全，      連同支付明細表陳繳。 

(二) 期限：經費核銷應於活動結束後 21 個工作天內整理單據核銷，若

會計 年度即將結束，需儘速辦理，以免因過期而無法撥款。  

第八十八條  社團改選後，新舊任交接時應將現有社團財產、經費、印信、帳冊、

文書移交清楚。並須經社團指導老師監交簽章後，將社團財產清冊

送請課指組核備。課指組對學生社團財產之購置、保管、移交及報

廢負監督之責。經指組派員檢查而發現財產有短缺或損毀情事者該

社團應負損害賠償及受懲戒之責任。 

第八十九條  課指組統一發給學生社團之財產清冊，社團應請專人詳細列載社團

財物及經費之收支，並應於每學期結束時，經該社團監事會審核課

指組核備後公佈之。課指組並得隨時查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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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章 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使用辦法 

第九十  條  本校活動中心大樓學生社團辦公室( 以下簡稱社團辦公室 )為發

展社團活動及管理使用起見特訂定本辦法。 

第九十一條  社團辦公室之分配與規劃由課指組負責辦理之。 

第九十二條  社團辦公室專供本校正式核准之社團使用，於每學年度社團評鑑成

績公布後提出借用申請並簽具切結書，經核准後自下一學期開始借

用，借用期程與社團負責人任期相同。 

第九十三條  社團辦公室開學期間每日開放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十一時。 

第九十四條  社團辦公室門上玻璃，嚴禁張貼海報或懸掛任何簾幕，必須保持玻

璃透明。 

第九十五條  社團辦公室主要功能在辦公或開會時使用，不得專做為讀書之用。

社團辦公室不使用時，須關閉電源、空調，並鎖緊門窗，注意安全。 

第九十六條  社團辦公室所架設的網站嚴禁從事商業或非法行為。 

第九十七條  嚴禁社團辦公室內存放危險物品或使用炊具電熱器，火鍋等高熱能

器具等。 

第九十八條  社團辦公室嚴禁喝酒、抽煙或其它校規所禁止之行為。 

第九十九條  晚上十一時社團辦公室熄燈後，各辦公室內嚴禁停留或住宿。 

第一００條  社團辦公室內經登記之辦公桌、椅子、鐵櫃等公有物品，均由各社

團負責保管並列入移交，如有損壞或遺失，應按原價賠償。 

第一０一條  各社團須自行負責社團辦公室之環境清潔整齊，不亂丟廢棄物品，

不隨意張貼或塗畫，垃圾須打包後置於規定地點。 

第一０二條  如有違反上述第九十四條至第一０一條中規定者，初次口頭警告，

第二次書面警告，第三次停止該社團使用社團辦公室。若有重大違

反校規事宜，則逕送學務委員會議處。 

    第 十 章 學生社團之獎懲 

第一０三條  課指組確知社團之活動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依職權停止各該

次或下次活動： 

(一)違反本規則第八十五條至八十九條之規定者。 

(二)拒絕接受輔導或檢查者。 

(三)社團舉辦之活動與宗旨不符或有其他符合撤銷許可之事情，情節重

大者。 

第一０四條  社團活動以社團負責人負全責為原則，但得視實際情形由學校判定

有關學生之責任。 

第一０五條  社團活動經費之運用如有浮報、挪用、浪費或帳目不清之情事，除

得令社團停止活動、改組或解散。有關學生依「學生獎懲辦法」懲

戒外並得限期追繳賠償及停止該社團以後之補助申請。 

第一０六條  社團除依定期評鑑、接受表揚外，其獎勵與改組、解散之懲戒應提

經學務委員會依本辦法學生社團獎懲辦法及有關規定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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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學生社團之改選 

第一０七條 

(一) 召開社員大會，舉行改選、各社團應按原社員名冊審查社員資格。

社員參加該社團滿三個月以上者始有選舉與被選舉之資格。並須

於改選一週前張貼海報使該社團全體社員週知。 

(二) 凡該學期為應屆畢業生之社員，不得參選為社團負責人。 

(三) 改選時應請各該社團指導老師蒞臨指導。 

(四) 各社團負責人之改選應於每年五月或十二月前完成，以利下學期活

動規劃與聯繫。 

第一０八條  移交： 

(一) 各社團改選後新任之社團負責人應與原任之社團負責人經常聯

繫，以瞭解社團之各項工作。 

(二) 原任之社團負責人應將該社團之各項工作及應辦之移交手續於改

選後學期結束前實施。 

(三) 各社團歷年之活動資料如會議紀錄、公物財產、印信等均正式移交

並填寫財產移交清冊三份，移交人、監交人應簽名蓋章以示徵信。

新舊任社團負責人各存一份，一份送課指組核備並應將未完成之工

作向下屆交待明白，以便繼續辦理，社團文卷(包括文書、帳簿、

單據活動攝影等)應加注意保管，裝訂成冊，交接時列入移交。 

第一０九條  凡本校之學生社團，其社團財產屬於社團全體所有，由社長負責保

管，指導老師負責監督，經費收支亦同。 

第一一０條  社團財務應建立財產登記卡，每一社團一式二份，一份由社團保

管，一份由課外活動保管，登記表應載明財物名稱、財產價值、財

物之來源及日期，登記表以財物隨過隨建為原則。 

第一一一條  社團財物如有短缺不符時，應由各社團負責賠償。 

第一一二條  各社團如未依規定移交，在校同學得依校規議處，已畢業同學則將

違規資料、學生基本資料移轉有關單位視為侵佔公物論。 

第一一三條  報備： 

(一)各社團改選移交後，原任之社團負責人應協助新任社團負責人填

寫新上任社團負責人繳交資料表(表格編號 CLUB-B系列)連同兩吋

照片乙張送交課外活動組以便繕製年度社團相關資料表。 

(二)陳報時間應在改選移交後七日內完成。 

    第十二章  社團績效評鑑 

第一一四條  

目的：考核社團績效獎勵績優社團 

方法：激發創造及革新求進的精神，提高服務熱忱，拓展活動內容，每一

社團應於每一學年度下學期結束前填報活動成果報告表（表格編號

CLUB-E-04）送課指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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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五條：評審方式： 

(一)評鑑時間：每學年舉辦一次。 

(二)評鑑內容以課外活動組依年度簽准公告辦理為主，概略內容如

下： 

(1)社團組織健全 

(2)社團活動 

(3)活動紀錄及考核交接等資料詳備 

(4)財物運用得當並公開徵信 

(5)社區服務 

(6)其他 

合     計：一００％ 

(三)等級區分： 

九十分(含)以上為優等 

八十分至八十九分(含)為甲等 

七十分至七十九分(含)為乙等 

六十分至六十九分(含)為丙等 

五十九分以下為丁等 

第一一六條  獎懲： 

(一)優等社團頒贈獎狀乙只，負責人及績優幹部予以獎勵。 

(二)甲等社團頒贈獎狀乙只，負責人及績優幹部亦予適當獎勵。 

(三)乙等社團不予獎勵。 

(四)丙等社團輔導改進並列入經費補助之參考，若次學年仍列丙

等，減少對於社團之補助與核准。 

(五)丁等社團負責人由學校酌情議處並限期改善。 

(六)未參加社團評鑑之社團，須於評鑑結果公佈後半年內補繳社團

評鑑資料。若未補送該社團評鑑資料者，則該社團列為觀察性

社團。 

(七)觀察性社團在半年內若未舉辦任何活動，則由課指組取消其社

團設立登記。 

(八)無故不按規定時間參加評鑑者，除限期補檢外，負責人亦該予

適度處分。 

(九)奉令解散之社團於接獲課指組通知三天內將社團全部資料，經

費帳冊、器材送課指組備查，由課指組將現款及實物撥交學生

自治會使用。 

      第十三章 附則 

第一一七條  學生社團之章程與本辦法有牴觸者無效。 

第一一八條  本辦法應用之表冊及書類格式，除另有規定，由課指組統一製發。 

第一一九條  本辦法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施行，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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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3學術獲獎名單 

年度 系別 姓名 活動名稱 獲獎 

96 醫管 林榮安 
義守大學 96學年度英語文競賽 

第二名 

 

96 醫管 郭博鈞 
97年度南部八縣市美術比賽 

書法類社會組

第ㄧ名 

96 醫管 柯依君 "新移民與在地生活" 海報比賽 第一名 

98 醫管 陳佳蓉 

林筱真 

韓文倪 

黃韋綾 

98學年度新移民與在地社會生活「跨校新

移民週」暨「主題教學社群工作坊（二）」

〈海報〉 

第 2名 

 

98 醫管 陳佳宜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得獎名單---學童課輔  

〈短文〉 

佳作 

98 醫管 陳淑琪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得獎名單---童心協力    〈短文〉 
佳作 

98 醫管 曾溥元 

康祐嘉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得獎名單---灣ㄟ關懷。愛ㄟ Blog  

〈海報〉 

第 2名 

 

98 醫管 江婉琳 

劉琬琪 

徐菁伶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得獎名單---童心協力課輔活動成

果展  〈海報〉 

佳作 

98 醫管 王瓊茹 

陳埝瑜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得獎名單---四海皆兄弟  〈海報〉 
佳作 

98 醫管 蔡孟珊 

 

新移民主題學生跨校競賽 

新移民的天空  〈海報〉 
佳作 

98 醫管 鄭芯華 98學年度第二學期優質學習心得競賽  〈海

報〉 

優選 

 

99 醫管 曾浦元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第二名 

99 醫管 康祐嘉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第二名 

99 醫管 陳佳宜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佳作 

99 醫管 陳佳宜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短文〉 
佳作 

99 醫管 江婉琳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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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醫管 劉琬琪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佳作 

99 醫管 徐菁伶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佳作 

99 醫管 曾婉萍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佳作 

99 醫管 康曉雯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佳作 

99 醫管 陳淑琪 

 

「心動&行動&感動」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

競賽活動  〈海報〉 
佳作 

99 醫管 楊家福 

陳昱羽 

潘建名 

吳宜真 

吳雅容 

顧凱琪 

蘇佑祈 

陸如婷 

林柏村 

曾子賢 

新移民主題學生跨校競賽 

---新移民與在地社會生活 

〈海報〉 

第二名 

 

100 醫管 陳宜瑾 

曾于珊 

王玉怡 

鄭伃洵 

2011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創新商品類 

輪轉世界的頂端 

初賽優等獎 

 

100 醫管 侯卉敏 

賴嘉悅 

陳巧芳 

2011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創新商品類 

PUSH & SAFE 

初賽佳作獎 

100 醫管 陳珮綾 

徐鳳鴻 

黃馨誼 

2011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創新商品類 

一支獨秀 

初賽佳作獎 

100 醫管 王瑞漢 

顏聿 

陳嘉慶 

林郁淳 

2011TBSA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創新商品類 

墊墊三寶 

初賽佳作獎 

100 醫管 楊舒羚 

 

99-2英語演講比賽 

語文類 

99-2英語演講比賽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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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4非學術獲獎名單 

年度 系別 姓名 活動名稱 獲獎 

96 醫管 團隊 校慶師生混合大隊接力 4+16人 

 

第四名 

96 醫管 團隊 96學年度新生盃籃球錦標賽男子組冠軍 

 

男子組冠軍 

 

96 醫管 團隊 96學年度新生盃籃球錦標賽女子組冠軍 

 

女子組冠軍 

 

96 醫管 團隊 96學年度新生盃排球錦標賽殿軍 排球錦標賽殿軍 

 

96 醫管 李雪卿 

 

和家盃排球錦標賽 大專女子組冠軍 

 

96 醫管 團隊 第十屆全國大專醫管盃 

 

男籃(5人)、女籃(5人)、

混排(6人)冠軍，羽球(1

人)亞軍 

 

96 醫管 高惠雯 

 

96學年度天工開物醫健傾心四系聯合歌

唱大賽 

個人組第一名 

 

96 醫管 楊天怡 

 

96學年度天工開物醫健傾心四系聯合歌

唱大賽 

團體組第二名 

 

96 醫管 周佩親

李彥霖 

 

96學年度天工開物醫健傾心四系聯合歌

唱大賽 

最佳造型獎 

 

97 醫管 團隊 97學年度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殿軍(6人) 

97 醫管 團隊 第十一屆全國醫管盃 混合制排球亞軍 

97 醫管 團隊 第十一屆全國醫管盃 女子排球季軍 

97 醫管 團隊 第十一屆全國醫管盃 男子籃球冠軍 

97 醫管 團隊 第十一屆全國醫管盃 羽球冠軍 

97 醫管 團隊 97學年度醫學院盃 排球女子組季軍 

97 醫管 團隊 97學年度醫學院盃 排球男子組冠軍 

98 醫管 陳逸彰 2010大家 eye義守 第一名  (作品：六樓) 

98 醫管 林暐修 98大專足球聯賽 公開組第七名 

98 醫管 蔡孟恬 參加校外競賽(羽球)表現優異 小功嘉獎 1次 

99 醫管 黃可潔 義守 20週年校慶暨運動大會 女子田徑_跳遠第三名 

100 醫管 張益誌 羽球新生盃 冠軍 

100 醫管 蔡瀜緯 羽球新生盃 冠軍 

100 醫管 朱勍愷 羽球新生盃 冠軍 

100 醫管 顏盈婷 羽球新生盃 冠軍 

100 醫管 關雅萍 羽球新生盃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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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醫管 李祈旻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林佟威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張元柏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謝孟勳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劉建宏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李世銘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李欣餘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楊雅翔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鄭怡婷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張益誌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黃瓊瑱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許家華 壘球系際盃 季軍 

100 醫管 嚴意汝 壘球系際盃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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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5義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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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6義守大學學海助學金甄選辦法 

義守大學學海助學金甄選辦法 

88年9月10日第一次修訂通過  

89年1月4日第二次修訂通過  

90年1月8日第三次修訂通過  

91年12月16日修訂通過  

94年4月7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條文  

99年7月11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第一條 為培養本校菁英學生國際視野及配合本校鷹揚計畫之育鷹計畫，鼓勵學生擴展國際觀，

並促進國際化學術交流學習之目的，特設置本助學金。  

第二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本助學金： 

一、 依當年度「義孚大學大學部優秀新生入學獎勵標準」規定，符合第二、三、四等級

(學測達五十五級分以上或指考成績達前百分之二十四)者，得免試申請本助學金。 

二、 本校大學日間部一、二年級學生以第一志願考取本校者。  

三、 本校日間部一、二年級學生，曾參加本校辦理之「國際英語夏令營」，並符合結業

甄試成績及格者。 

四、 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大學一、二年級學生，由申請日期前推算二個學期，其中任一

學期學業成績曾列全班前百分之十，且無懲處記錄者。 

五、 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大學一、二年級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全國性各項競賽獲獎；

或曾獲全國性獎章(如大孝獎、十大傑出青年等)，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達全班

前三分之一、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得由系主任推薦申請本助學金。 

六、 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大學一、二年級學生，曾獲本校志願服務績優銅質以上獎章。 

七、 前一學年獲得本校社團評鑑為績優社團之幹部；或曾於寒暑假辦理服務營隊之社團

正式幹部(限日間部一、二年級學生)，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達全班前三分之一、

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得由社團提名並經指導老師推薦一名申請本助學金。  

八、 外國學生申請者，須符合上述條件其中一項，並為全額繳費之外國學生，已領取外

國學生獎學金者不得申請，且外國學生錄取名額上限為二名。  

99學年度以後入學之非應用英語學系且非國際學院學生，除符合前項第一款資格者外，其餘

符合前巷二至八款申請資格之申請者，並雍通過校訂英語文檢定考試及資訊能力檢測六十分及格

以上。 

應用英語學系或國際學院學生，除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資格者外，其餘符合第一項二至八款申

請資格之申請者，並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同級以上英語文檢測及資訊能力檢測六十分及格

以上。  

    第二項所稱校訂英語文檢定通過標準如下：  

一、 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以上通過。  

二、 托福外語能力測驗IBT 40分以上通過。  

三、 多益TOEIC 550分以上通過。  

四、 國際英語語言測驗/雅思IELTS 4.0 分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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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 通過第一級230分以上通過。  

六、 外語能力測驗FLPT 150分以上通過。  

七、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認證Cam. Main Suite KET以上通過。  

八、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LTE Level1以上通過。  

九、 網路全民英檢(NETPAW)中級初試以上通過。  

    第三項所稱全术英檢中級複詴或同級以上英語文檢測如下：  

一、 全民英檢(GEPT)中級複試以上通過。  

二、 托福外語能力測驗IBT 60分以上通過。  

三、 多益TOEIC 650分以上通過。  

四、 國際英語語言測驗/雅思IELTS 5.5 分以上通過。  

五、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 通過第二級240分以上通過。  

六、 外語能力測驗FLPT三雋筆詴 195分以上通過。  

七、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認證Cam. Main Suite PET以上通過。  

八、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LTE Level 2以上通過。  

九、 網路全民英檢(NETPAW)中級複試以上通過。  

第三條 本助學金申請文件如下：  

一、 申請人符合前條第一項者，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提供符合資格名單。  

二、 申請人符合前條第二項者，應檢附申請書、入學志願卡影本及入學成績單影本。  

三、 申請人符合前條第三項者，應檢附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發之結業證書。  

四、 申請人符合前條第四項者，應檢附申請書及前學期成績單。 

五、申請人符合前條第五項者，應檢附申請書、學期成績單及獲獎證明文件。  

六、 申請人符合前條第六項者，應檢附學生事務處服務教育組核發之證書。  

七、 申請人符合前條第七項者，應檢附申請書、學期成績單、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核發之評鑑成績。  

八、 99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除繳驗上述資料文件外，應再檢附校訂英語文檢定考試成

績證明及資訊能力檢測及格證明，但符合第一項申請資格者得免附英語文檢定考詴

成績及資訊能力檢測及格證明。 

第四條 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初核資格後，通知申請人參加由本校舉行之英語甄試，錄取名

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若有備取名額依英語甄試成績高低依序遞補。  

       應用英語學系及國際學院之錄取名額不得超過出團總名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非應用英語學系或非國際學院學生，若英語文檢定達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同級以上英語

文檢測者，筆試成績增加百分之十。  

第五條 補助項目依當年度實際狀況公告施行。  

第六條 申請日期為每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持相關文件至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

請；報名截止後擇日舉行英語甄試。  

第七條 審核及公告錄取名單於英語甄試後二週內，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公告錄取名單。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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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7義守大學學文助學金設置及甄選作業辦法 

義守大學學文助學金設置及甄選作業辦法 

八十九年四月廿六日獎學金委員會通過  

97年4月30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2月8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第一條 為促進海峽兩岸學術交流學習之目的，特設置本助學金。  

第二條 學文助學金分為學習團助學金與交流團助學金二類。  

第三條 為辦理本辦法之審核作業，應成立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主任祕書、進

修部主任、各學院院長、會計主任擔任之。  

第四條 學習團助學金分為公費與部分公費二種：  

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公費：  

（一）入學優秀新生入學成績達50級分以上或指考原始成績達前29%以上（小數點四

捨五入），由教務處推薦錄取之。  

（二）前一學年擔任學生會（含夜聯會）核心幹部，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操行成績

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者，由學務處推薦申請審查之；會長、副會長得另

案申請。  

（三）日間部、進修部低收入戶學生持有縣、市政府證明文件，前學期學業成績達全

班前50%，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兩年內通過校訂英語文檢定

考試者，由學務處推薦申請審查之。  

（四）前學期學業成績達全班前10%、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兩年內

通過校訂英語文檢定考試者。本項助學金由各院依分配名額推薦。  

二、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部分公費： 

（一）優秀學生志工（學生服務教育課程成績績優、服務大陸學生志工、志願服務績

優），前學期成績達全班前50%以上、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

兩年內通過校訂英語文檢定考試者，由學務處推薦申請審查之。  

（二）體育校隊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競賽表現優秀、操行成績達80分以

上且無懲處紀錄者，由體育室推薦申請審查之。  

（三）前一學年獲得本校社團評鑑為績優社團之社團幹部，前學期學業成績達前全班

前50%以上、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兩年內通過校訂英語文檢

定考試者，由學務處推薦申請審查之。 

三、學習團助學金申請文件如下： 

（一）申請人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者應檢附申請書（附表一）、具結書（附表二）

及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或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詴成績單及推薦表（附表

三）。  

（二）申請人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及幹

部證明書。 

（三）申請人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及縣、

市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及英檢成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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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人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系

主任推薦函及英檢成績證明。  

（五）申請人符合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學

務處服務教育組核發之證明文件及英檢成績證明。  

（六）申請人符合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及

獲獎證明文件。 

（七）申請人符合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發之評鑑獎狀、幹部證明文件及英檢成績證明。  

四、學習團助學金之審查以助學金申請資格為各審核標準，統一由審查委員會決定出團

程序；錄取名單由審查委員會決議；若有備取，名單由各申請資格依序遞補。增加

出團隊伍時，隊伍遞補程序由學務處建議，呈核後公告（錄取人於出國期間須為本

校在學學生，否則取消資格）。  

五、學習團助學金錄取名額：  

（一）公費： 

1.所有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學生均予以錄取。  

2.申請資格為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至四款之名額，依當年度助學金預算訂定之，

未獲公費錄取者可參加部分公費一與部分公費二。  

（二）第四條第二項之各款錄取名額依當年度審查委員會決定分為部分公費一與部分

公費二。  

六、本助學金採個人申請，每一申請人可至多填寫三所志願學校，但所填學校需有申請

人就讀之相關學系，並可同時排序選擇公費、部分公費與自費申請。  

第五條 交流團助學金申請資格如下： 

一、前學期學業成績達全班前10%、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兩年內通過校

訂英語文檢定考試者。本項助學金由各院依分配名額推薦，送委員會審查。  

二、優秀學生志工（學生服務教育課程成績績優、服務大陸學生志工、志願服務績優），

前學期成績達全班前50%以上、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兩年內通過校

訂英語文檢定考試者，由學務處推薦，送委員會審查。  

三、體育校隊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者，

由體育室推薦，送委員會審查。  

四、前一學年獲得本校社團評鑑為績優社團之社團幹部，前學期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

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兩年內通過校訂英語文檢定考試者，由學務

處推薦，送委員會審查。  

五、前一學年擔任學生會（含夜聯會）核心幹部，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操行成績達80

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者，由學務處推薦，送委員會審查；會長、副會長得另案申請。  

六、日間部、進修部低收入戶學生持有縣、市政府證明文件，前學期學業成績達全班前

50%，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近兩年內通過校訂英語文檢定考試者，由

學務處推薦，送委員會審查。  

第五條 交流團助學金申請文件如下：  

一、申請人符合前項第一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系主任與院長推

薦表及英檢成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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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符合前項第二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學務處服務教育

組核發之證明文件及英檢成績證明。  

三、申請人符合前項第三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及獲獎證明文件。  

四、申請人符合前項第四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核發之評鑑獎狀、幹部證明文件及英檢成績證明。  

五、申請人符合前項第五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幹部證明書。  

六、申請人符合前項第六款者應檢附申請書、具結書、前學期成績單、縣、市政府核發

之證明文件及英檢成績證明。  

交流團助學金審查及錄取名額由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第六條 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獲選參加公費學習團者，補助機票、學、雜、住宿、保險費； 

二、獲選參加部分公費一學習團者，補助學、雜、住宿、保險費； 

三、獲選參加部分公費二學習團者，補助學、雜費；  

四、獲選參加交流團者，應視學校瑝年度預算得適瑝補助其機票、食宿、當地團體交通、

參訪費與保險費。  

五、以上各團之日常生活開支不予補助。  

第七條 申請自費學習團者，前學期成績需達60分以上，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且無懲戒記錄，並

自行負擔所有費用，不受出國次數之限制。  

第八條 已得過本助學金者不得重複提出申請，但代表學校競賽表現傑出者得專案申請；入學成

績優秀學生之其他獎勵另依相關獎學金實施要點執行。  

第九條 報名注意事項：  

一、申請日期為每年三月一日貣至三月三十一日止持相關文件至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提出申請。  

二、參加學習團、交流團後次一學期仍須註冊為本校學生；若已前往遊學，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於期滿前提前返校，否則須賠償本校已支付之費用(如機票、學、雜、住宿、

保險費等)。  

三、辦理遊學期間，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如期出國者，需負擔本校已支出之辦理出國業務

所有費用。  

四、報名時須同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整。  

五、當年度政府宣布法定傳染病或個人發生緊急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者，不受第二款至

第四款之限制。未獲錄取者於得獎名單公告後一週內保證金全額退回。獲錄取者於

返國後兩週內保證金全額退回。若不克參加或未全程參與者，概不退還，如本校仍

有其他損害仍須賠償。  

第十條 學習團分為二類，僅得申請其中一類，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一、遊學一個月約於八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出團。  

二、遊學一個學期：政府法令許可下，可至大陸姐妹校學習一個學期，唯參與資格需符

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僅適用於98學年度入學後)或第四款，且於大一或大二下學

期時提出申請。  

交流團依大陸姐妹校規定，遊學時間七至十四天不等。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稱校訂英語文檢定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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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以上通過。  

二、托福外語能力測驗PBT TOEFL390分以上；IBT29分以上通過。 

三、多益TOEIC400分以上通過。 

四、國際英語語言測驗/雅思IELTS 3.0 分以上通過。  

五、大學校院英語能刂測驗CSEPT 通過第二級180分以上通過。  

六、外語能刂測驗FLPT 三雋筆詴150分以上通過。  

七、劍橋大學英語能刂認證分級測驗認證Cam. Main Suite KET以上通過。  

八、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刂測驗BULATS ALTE Level1以上通過。  

九、網路全术英檢(NETPAW)中級初詴以上通過。  

第十二條 審核及公告得獎名單於每年五月一日前完成，並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公告得獎名

單。  

第十三條 海外學習地點為與本校簽訂交流合作之中國大陸著名大學為原則。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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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3-8義守大學鷹揚留學甄選作業辦法 

義守大學鷹揚留學甄選作業辦法 

民國97年2月20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3月4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年11月18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第一條 為甄選優秀學生於在學期間至海外姐妹校留學一年，以擴展學生的國際

經驗與視野，並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條件如下：  

一、申請人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二、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獲學海助學金之大三學生，且表現良好，獲帶團老師推薦。  

 (二)大三學生，其歷年學期成績皆名列全班前三名，操行成績達八

十分以上，且無懲處記錄，並獲系主任推薦。  

三、申請人之語言能力須通過IELTS 6.0或iBT TOEFL 79分(相當於CBT 213

分、PBT 550 分)，且資訊能力檢測須及格。  

第三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乙份。  

二、義守大學鷹揚留學計畫申請表乙份。  

三、具結書乙份。  

四、中英文自傳各乙份。  

五、中文歷年成績單乙份(含系所排名百分比)。  

六、中英文出國留學計畫書各乙份。  

七、三年內有效期之外語及資訊能力檢定證明影本各乙份。  

八、推薦函二封(含系主任推薦函)。  

第四條 鷹揚留學甄選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國際事務

處處長、主任秘書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第五條 審查委員會得依據年度獎學金預算訂定錄取名額。  

第六條 獎助項目為姐妹校留學一學年之學費及一趟往返機票費用，其他費用則

由學生自行負擔。中低收入戶子女具適當證明者，可另提供新台幣十至

二十五萬元生活津貼，其金額由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第七條 不得同時或重複領取政府及本校其他留學獎學金。  

第八條 獲選學生之留學學校由本校指定、安排，並協助申請入學。  

第九條 獲選學生須於出國前取得國外學校之入學許可。  

第十條 獲選學生須保留本校學籍，完成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及註冊之程序，並

返國取得本校學位。  

第十一條 具役男身份之獲選學生，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獲選學生出國前須檢附健康檢查表。若健康狀況不符合國外學校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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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規定，即喪失獲選資格。  

第十三條 獲選學生出國前應填寫「義守大學學生赴國外選修課程申請表」，依

照就讀之系所規定檢附課程綱要，完成簽核程序。出國後若因國外學

校課程異動等特殊原因，導致原擬修課程異動，學生應針對異動課程

再填寫申請表，即時回傳就讀之系所審查。惟課程學分抵免之承認，

應以國外學校提供之正本成績單做為抵免依據。出國研修超過一學期

(學季)者，第二學期(學季)所選課程之學分承認抵免申請作業亦比照

辦理。  

第十四條 學生取得入學許可後，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住宿及選課等事宜，

並依據國外學校開學狀況自行安排出國行程。逾留學學校開學日期仍

未出國者視同放棄，不得申請保留。。  

第十五條 於留學學校完成註冊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規定。  

第十六條 申請日期為每年三月中旬，確實日期依公告為主。  

第十七條 審核結果公告日期為每年五月上旬前。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61



附件3-4-1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 

 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  

94學年度第8次系務會議(95.05.26)  

95學年度第1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96.06.05)  

96學年度第7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96.12.27)  

96學年度第8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97.03.05)  

101年10月25日校長准予備查修正公告全文  

一、修業年限及畢業條件：  

(一)依修課計畫修完規定學分數。  

(二)通過碩士論文提案考試及碩士論文學位考試。  

(三)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分發表國內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至少一篇。  

(四)其他未盡事項，悉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辦理  

二、指導教授之選定：  

(一)以在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中選擇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原則。碩士論文之指導

教授至多二位，其中至少一位由本系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二)指導教授名單，應依本系公告之日期提出申請。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本系每屆碩

士生至多三名，若為二位教授共同指導則以二分之ㄧ位計算。每位專任教師每

學年指導全校論文數合計不得超過十篇。  

(三)研究生須在系所規定時程內完成指導教授選定，並繳交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調查

表(附表一)。  

(四)指導教授之變更，須經原指導教授及新任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附表二）始能

更改，但以一次為限。  

三、課程修讀要點：  

(一)依規定修讀學分。  

(二)研究生於每學期修讀課程前，須經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其修課內容，且加退

選清單須經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簽名，尚未選定指導教授者，由系主任簽名。  

(三)本系碩士班學生，若未修讀過「醫務管理學」及「公共衛生學」，應補修該二

科學分，該補修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總學分。但學生若具有相關專業背景，

得向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予以免修。  

(四)本系碩士生因故需至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修讀課程，須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與該

課程授課教師同意，並於選課前填寫跨部修課申請書，但於修業年限內以二門

選修課為限。  

(五)本系碩士班規劃課程表內之科目，因故未開課之課程，可校內跨所修課，但須

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於選課前填寫跨所或跨部修課申請書，最高承認二學分。  

四、碩士論文提案考試：  

(一)碩士論文提案口試應於碩士論文學位考試一學期前(含)完成，提案口試時間若

無法於預定之日舉行，須於原訂日期一週前提出申請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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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依公告日期提出碩士論文提案口試申請，申請表如附表三。若因故延誤，

則提案口試申請之提出時間亦順延。  

(三)論文提案口試時，由指導教授邀請一至二位系上教師擔任口試委員，若指導教

授僅邀請1位口試委員時，本系得代為邀請另外一位。  

(四)逾期未提出提案，自動延長修業年限。  

(五)論文提案經審核通過後，如需更改論文方向，視同重新論文提案，須經指導教

授及系主任同意後，始能更改，且更改以一次為限。  

五、碩士論文學位考試：  

(一)研究生必須依教務處公布之規定日期前繳交(1)義守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附表四），(2)醫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申請書（附表五）始得辦理口試。

逾期未完成者，視同放棄，並須延長修業年限。  

(二)論文口試委員除指導教授外，另由指導教授邀請校內、外各一位學者專家(須為

副教授以上或博士)擔任口試委員。若有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共同指導教授時，

則該名共同指導教授視為校外口試委員，當指導教授有二人時，口試委員得增

為四人。  

(三)論文口試時間若無法於預定之日舉行，必須於原訂日期一週前提出申請更動。  

(四)論文口試時需有至少十位系上碩士班師生(口試委員除外)前往聆聽、簽名，本

系方可承認此場次之有效性。碩士生亦須提出參加系上研究生論文提案及畢業

論文口試各二場以上之證明。  

(五)論文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口試成績不及格者須三個月後方得重考，但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仍不及格者，

勒令退學。  

(六)研究生於通過口試後，須繳交平裝本論文一本，其論文格式符合規定者，始得

辦理離校手續。  

六、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或經系務會議討論決議之。  

七、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備查後自公告日實施。 

63



附件 3-4-2義守大學研究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獎學金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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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1義守大學專任教師開課與辦公室時間實施要點 

義守大學專任教師開課與辦公室時間實施要點 

9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91.03.06) 

9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93.12.01) 

96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96.12.12) 

97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97.12.12) 

一、  依本校「教師聘任規則」第十三條，專任教師應遵守在校時間規定，教授、

副教授每週在校至少四全日以上，助理教授、講師每週在校至少五全日以

上。 

二、  本校專任教師應遵守在校規定，每週除授課時間外，應排定辦公室時間供

輔（指）導學生課業、論文（專題）指導，導生諮商（詢）之用。 

三、  專任教師開課日數每週至少三日以上，每日開課以六小時為上限（兼任行

政職或經核減鐘點後授課時數低於六小時者，必要時可酌予調整）。 

四、  因課程特性致無法依據前條規定排課者，得經專簽核可後專案排課。 

五、  各系（所、中心）排課，應衡酌教室座位、器材設備、修課人 數（含重修

或先修），平均配置於每週各日、各時段，以維學生修課權 益與學習效果。 

六、  課程排定後因故需申請異動者，應述明異動項目與異動原因，經系所主管

核可後提出申請。加退選結束後一律不得異動上課時間。 

七、  辦公室時間每學期排定一次，應於排課時同時排定，於開學後第四週前送

課務組核備，並公布於系（所、中心）辦公室、網頁以及教師研究室。 

八、  辦公室時間時數之安排與上課時數相同，若每週上課時數達八小時以上

者，得以八小時安排之；惟每週開課併同辦公室時間之日數，應符合第一

條到校日數之規定。 

九、  教師於辦公室時間內應於研究室候詢，（兼任行政職者可於行政單位候

詢）。須於校內其他處所實施者，應於研究室公告。因故 不克按時實施者，

應事先通知系（所）主管，並告知學生。 

十、  教師因故不克按時上課者，應事先通知系（所）主管且通知學生，並依規

定辦理請假與補（調）課。教師得以通過教育部認證之數位學習課程或教

材補課，每門課以一學期二次每次至多三小時為限，於補課二星期以前向

課務組提出申請。數位學習課程或教材補課使用期限為三年。 

十一、校外教學應於實施二週前，填具「義守大學校外教學申請表」提出申請。 

十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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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2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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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3義守大學弱勢助學金－生活服務學習實施作法 

 

義守大學弱勢助學金－生活服務學習實施作法 

一、 依據教育部97年6月16日台高（四）字第0970101999號函辦理。  

二、 本作法之目的旨在培養申請弱勢助學金之學生培養自立自強與服務之精神。  

三、 實施對象為申領本校弱勢學生助學金之學生。  

四、 提出該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開始，至該學年度結束（凿含寒暑假）

止為實施期程。  

五、 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除依下列等級不同所需服務

學習之點數外，另可申請「生活學習獎助金」實施工讀。  

六、 申請弱勢助學金需配合執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如下列： 

（一）領有第一級（家庭年所得30萬以下）助學金，弱勢學生每人補助款35,000

元，需配合系所生活服務學習，整學年60小時（研究生38小時）。  

（二）領有第二級（家庭年所得超過30萬～40萬以下）助學金，弱勢學生每人補

助款27,000元，需配合系所輔導生活服務學習，整學年46小時（研究生30

小時）。  

（三）領有第三級（家庭年所得超過40萬～50萬以下）助學金，弱勢學生每人補

助款22,000元，需配合系所輔導生活服務學習，整學年38小時（研究生23

小時）。  

（四）領有第四級（家庭年所得超過50萬～60萬以下）助學金，弱勢學生每人補

助款17,000元，需配合系所輔導生活服務學習，整學年28小時（研究生18

小時）。  

（五）領有第五級（家庭年所得超過60萬～70萬以下）助學金，弱勢學生每人補

助款12,000元，需配合系所輔導生活服務學習，整學年20小時（研究生13

小時）。  

七、 為使同學有多元管道完成服務學習，生活服務學習作法如下：  

(一) 校內服務〆需服務學習時數之 60％於系所服務、校內行政單位服務、參

函系所或行政單位所指定之校內活動、演講、講座…等。  

(二) 志工服務〆需服務學習時數之 40％參與政府立案之社會公益慈善團體及

社區(大樹、大社、仁武、燕巢、鳥松)志願服務工作。  

八、 進修部提出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之學生可洽所屬學系申請或參與社區公益

服務(如附表)。  

九、 各系所、進修部應於每月提供承辦單位(生輔組)服務學習同學時數認證與

成效，俾利匯整作為次學年申請之審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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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6-1畢業生生涯發展輔導活動 

畢業生生涯發展輔導活動 

    為進行畢業生生涯發展輔導，相關講座活動如下： 

1. 職涯適性施測 

(1)團體測驗：以班級施測為主，採線上施測。 

(2)個別施測：由學生分別向畢輔組報名，採線上施測。97至98學年度，共計

3,859 筆。99學年度，計2,542筆(截至100/1/14)。 

2. 辦理各類型活動（包含升學、就業、國考、職涯、社會新人研習營、企業參

訪、企業說明會、校友回饋座談等）針對各畢業班畢業前一年意向調查資料

中具有升學、就業、考公職等意願之學生進行聯繫關懷與輔導。 

學年 畢業生人數 參加人次 活動場次  

100  1486 13  

99 4,897 2,410 25  

98 4,438 19,604 154  

97 3,634 6,640 152  

96 3,578 5,223 136  

     

3. 醫管系舉辦校友座談及生涯規劃 

 

學年 活動內容 場次 參加人次 

100 求職訓練(燕巢分部) 2 22 

100 校友回饋座談   

100 生涯發展輔導/校友座談   

 

(1) 邀請學者及業界專家，辦理升學及就業講座與輔導。 

 升學講座：97 學年度共舉辦2 場次，133 人參加。98 學年度共舉辦2 場 

次，195 人參加。 

 就業講座：97 學年度共舉辦5 場次，476 人參加。98 學年度共舉辦7 場 

次，597 人參加。 

(2) 邀請已考取公職之學長姐及考選部之主管，辦理公職考試講座。 

 國考講座：97 學年度共舉辦2 場次，270 人參加。98 學年度共舉辦2 場 

次，218 人參加。 

(3) 辦理職涯規劃講座，協助畢業生及早做好生涯發展規劃。 

 職涯講座：97 學年度共舉辦5 場次，377 人參加。98 學年度共舉辦4 場 

次，304 人參加，99 學年度共舉辦3 場次，175 人參加。 

(4) 舉辦企業參訪及企業說明會，協助畢業生做好就業準備。 

 社會新鮮人研習營： 98 學年度共舉辦1 場次，155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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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參訪：97 學年度共舉辦6 場次，565 人參加。至98 學年度共舉辦4 

場次，518 人參加。 

 企業說明會：97 學年度共舉辦3 場次，340 人參加。98 學年度共舉辦5 

場次，612 人參加。 

(5) 定期邀請校(系)友返校分享在職場或升學方面之經驗。 

 校友回饋座談會：97 學年度共舉辦4 場次，269 人參加。98 學年度共舉 

辦7 場次，698 人參加，99 學年度共舉辦2 場次，149 人參加。 

(6)各系辦理生涯發展輔導結合校友資源協助畢業生就業準備。 

 其餘各項活動：97 學年度共舉辦125 場次，4,210 人參加。98 學年度共舉

辦122 場次，16,267 人參加，99 學年度共舉辦20 場次，2,086 人參加。 

 

職涯相關活動實施統計 

95   3,686   2,371  53 

學年度 畢業生人數 參加人數 活動場次 

99 學年度資料截止日期：9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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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2 98-100學年學生實習醫院一覽表 

實習機構 
學年 

總計 
98 99 100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3 2 1 6 

三軍總醫院 1 2 1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2 1 4 7 

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 5 5 3 13 

台中榮民總醫院 1 0 2 3 

台北榮民總醫院 2 1 3 6 

台南市立醫院 2 2 3 7 

台南新樓醫院 0 0 1 1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2 2 2 6 

亞東紀念醫院 0 1 2 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永康分院 0 2 0 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柳營分院 2 3 7 12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機能活化運動協會─支持型住宅-

銀髮家園暨老人社區照顧服務支援中心 
2 2 2 6 

花蓮慈濟綜合醫院 0 0 1 1 

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院 1 0 0 1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分院 1 0 1 2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3 2 2 7 

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2 2 1 5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2 3 2 7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4 10 4 18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 0 0 1 

高雄榮民總醫院 2 4 10 16 

高雄縣立岡山醫院 5 5 8 18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 0 2 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5 6 2 1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9 4 6 1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0 0 1 1 

國軍左營總醫院 5 1 1 7 

國軍高雄總醫院 18 32 7 57 

敏盛綜合醫院[經國院區] 2 2 2 6 

郭綜合醫院 2 2 0 4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20 15 17 52 

彰化基督教醫院 2 0 0 2 

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療財團法人門諾醫院 2 4 6 12 

人數統計 111 106 105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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