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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民國 96 年 03 月 27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05 月 1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6 年 11 月 29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1 年 05 月 2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之精神，並參照本校實際情形訂

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輔導學生平日生活，使其能獲得正常發展，增進師生之連繫、

相互之了解，進而提昇學生的品德與學術之涵養，故而實施導師制

度；然為落實導師功能，另訂定「績優導師遴選要點」。 

第三條 本校採用以班為單位之導師制，各系及學位學程主任為主任導師，

各系及學位學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為班導師，每學年度開始時由校

長聘任之，並另訂導師遴聘辦法辦理。 

第四條 導師工作包括下列事項： 

一、生活輔導方面 

(一)協助輔導學生生活正常作息。 

(二)協助辦理學生請假事宜。

(三)訪視校外租屋生的居住環境安全事宜，並填寫於訪視紀錄

中。

(四)協助學生申辦各項獎助學金及急難濟助金。

(五)協助處理學生緊急(意外)事件，並依學校通報流程通報學

務相關單位(生活輔導組、學生輔導中心、衛生保健組)。

二、參與相關會議 

(一)出席學生集會及督導點名並協助維持學生紀律。 

(二)指導學生召開班會，並反應學生的意見。

(三)出列席全校導師會議及各系及學位學程導師會議。

三、課外活動輔導 

(一)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及參與志願服務、服務學習活動。 

(二)安排班級輔導座談活動。

(三)指導及參加班級相關活動。

四、課業輔導 

(一)配合成績預警制度，適時輔導學生並反應學生課業學習的

問題。 

(二)協助督促學生完成「畢業門檻」所需條件。

五、諮商輔導 

(一)學生若有生活與學習困擾或特殊行為，視情況轉介至學輔

中心，並持續協助輔導學生。 

(二)協助安排班級相關輔導活動。



(三)出席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四)協助處理學生懷孕相關事宜及通報。

六、衛生保健輔導 

(一)協助處理學生在校內外感染急病等緊急事故，並依照本校

緊急傷病事故處理方式通報處理。 

(二)配合學校傳染病防治辦法，積極協助輔導學生處理相關事

宜。

(三)協助意外傷害及身體不適的學生送醫診治。

七、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一)若任課班級有身心障礙學生，請與身心障礙生資源教室保

持聯繫，確保學生受教權益及服務品質。

(二)瞭解學生障礙別及個別需求之差異性，給予身心障礙學生

適度關懷。

八、環境教育輔導 

(一)督促學生參與校園整潔等勞作教育工作。 

(二)督促學生落實班級資源回收分類工作。

(三)鼓勵學生參與環保教育相關活動。

九、其他事項 

(一)協助轉達學校重要事項，提醒學生注意學校網頁公告事項。 

(二)輔導及協助回覆學生的意見。

(三)其他學校臨時交辦事項。

第五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日間部導師遴聘辦法 

民國 95 年 10 月 05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06 月 28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6 年 07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7 年 08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5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台技(一) 

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0 年 10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3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7 年 05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1 年 9 月 29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規定，並參照本校實

際情形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日間部採用以班為單位之導師制，每班置導師一人，任期一學

年為原則。各系(所)、學位學程主任為主任導師；日間部研究所每

所置導師一人。班級人數以本校報部資料為準。 

一、日間部主任導師及班級學生人數 30 人以上(含 30 人)導師津貼

一個月為 5,000 元，29～15 人導師津貼一個月為 3,000 元，14

人以下(含 14 人)導師津貼一個月為 1,500 元。 

二、日間部研究所學生人數 20 人以上(含 20 人)導師津貼一個月為

1,200 元，19～10人導師津貼一個月為 1000 元，9 人以下(含 9

人)導師津貼一個月為 500 元。 

三、每位導師至多得擔任二班導師，並得領取二份導師津貼。遇特

殊情況，得另案簽請校長核准。 

四、每學期核發導師津貼 4.5 個月，於期末一次發放。 

五、學務處於每學期末彙整導師及核發津貼名冊，簽會人事室、會

計室、出納組，並由出納組依核定名冊發放。 

第三條 擔任導師者，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 

二、第一學期擔任該班之課程為原則。 

第四條 具有下列條件者，優先聘任為導師： 

一、曾任導師或曾任行政職務，表現優良者。 

二、服務年資較久，表現優良者。 

三、服務成績優良者。 

第五條 因進修或至校外兼課等因素而無法每天全時在校輔導學生者，不得

擔任導師。 

第六條 導師遴聘程序： 

一、各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將導師建議名單送學務處轉呈校長核

定。 

二、各系(所)、學位學程為因應實際情形，所聘導師未符合第三條

資格或聘用教師兼任行政主管者，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簽



 

 

請校長核可後始可聘任。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績優導師遴選要點 

民國 96 年 03 月 27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05 月 1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99 年 12 月 1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0 年 10 月 2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12 月 2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8 年 05 月 2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1 年 12 月 2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一、為獎勵導師在學生輔導工作上表現績優者，期使導師功能更臻完備，特訂

定「績優導師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績優導師之遴選作業由「績優導師遴選委員會」辦理(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 

三、本委員會由校長、教務長、學務長、人事室主任、學院院長、系(學程)主

任組成，由校長聘任之。 

四、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長兼任之

。 

五、審核標準 

(一)審核標準如導師績效考評表(如附表)，其中班級導師與學生互動問卷調

查佔 30%，學生事務輔導佔 70%，外加系(學程)主任評分，依比例計算

分數。 

(二)各系(學程)曾獲本獎之導師，不得連續獲獎。 

六、遴選程序： 

(一)初審：由學務處依導師績效考核表統計成績，依各學院排名，轉呈各學

院召開會議，每院推薦三至五名為原則，再將推薦名單及推薦書

轉送「績優導師遴選委員會」複審。 

(二)複審：由「績優導師遴選委員會」會議審核，學務處將議定名單簽送校

長核定。 

七、遴選名額：依當學年度各學院班級數分配績優導師名額。 

八、獎勵方式：由校長於公開集會場所頒發獎金(禮券)及獎狀鼓勵之。 

九、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學輔經費學校配合款提撥。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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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績優導師遴選要點【附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績優導師遴選要點導師績效考評表 

項目 
分數

比例 
說明 計分方式 分數 備註 

學
生
評
量 

班級導師
與學生互
動問卷調
查 

30％ 
依據每班學生對班級導
師與學生互動問卷調查
之平均分數計算 

滿分 100 30 

該 班 導 師
評 量 問
卷，填答率
未 達 50%
者，該項成
績以 15 分
計算（滿分
為 30分）。 

擔

任

導

師 

學務行政

配合 

70％ 

（基

本分

60

分) 

1.未依規定指導學生召

開班會 
每次減 1分 

上

限 

減

40

分 

70 

 

2.未協助或未出席班級

輔導、相關活動或督

導點名 

每次減 1分 

3.訪視校外賃居生人數

訪視率未達 100% 
減 3分 

4.未輔導學生缺曠課或

未關懷學生生活狀況 
每人次減 1分 

5.無故未出席或早退導

師知能研習、全校導

師會報或相關會議。 

每次減 1分 

6.未輔導學生實施課後

教室整潔 
每次減 1分 

學生事務輔導 

1.協助生輔組推動業

務，績效優良者。 

每案加 1-5分 

上

限

加

40

分 

 

2.協助課指組推動業

務，績效優良者。 

3.協助衛保組推動業

務，績效優良者。 

4.協助學輔中心推動業

務，績效優良者。 

5.協助住服組推動業

務，績效優良者。 

各系(所) 

學程主任 
 主任對導師之評量分數 加減 5分 

加減

5分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班會組織辦法 

民國 97 年 01 月 23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0 年 10 月 2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2 年 06 月 17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2 年 06 月 2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1 年 05 月 2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輔導學生推動班務，培養民主法治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各班班會由該班全體學生組織之，除班代表、副班代表外，設風紀

、學藝、總務、康樂、衛生、佳樂等六位幹事，每職務設置一人，

由全班同學推選產生。 

第三條 各班幹部任期為一學期，連選得連任，倘因犯有過失或不能稱職時

，得經導師同意後改選之。 

第四條 各班幹部之職責如下： 

一、班 長：在導師指導下綜理班務，並代表該班處理一切事宜。 

二、副 班 長：協助班長處理班務，並於班長缺席或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時代理之。 

三、風紀幹事：維持秩序及紀律。 

四、學藝幹事：掌理學藝活動、書刊編輯等事項。 

五、總務幹事：掌理文書、庶務及會計等事項。 

六、康樂幹事：掌理體育、休閒等活動。 

七、衛生幹事：掌理整潔衛生事項。 

八、佳樂幹事：掌理學生衛生保健事項。 

第五條 各班班會開會時間、地點，由各班自行決定，七年一貫制一至三年

級每週實施班會乙次（考試週除外）；大學部(含七年一貫制四至七

年級、四技、二技)每學期實施班會 3次，並由各班導師列席指導。 

第六條 班會活動項目如下： 

一、班務之研討及改進。 

二、生活報告及檢討。 

三、時事及讀書心得報告。 

四、學藝活動。 

五、康樂活動。 

六、其他有關公民教育之活動。 

第七條 班會程序如下：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並宣達學校重要訊息。 

三、宣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四、班級幹事報告。 

五、討論事項。 



 

 

六、檢討與建議。 

七、臨時動議。 

八、選舉下次班會主席、司儀及記錄。 

九、導師講評。 

十、散會。 

第八條 班會之主席、紀錄、司儀得由同學推選擔任。 

第九條 學生無故不參加班會者以曠課論。 

第十條 每次班會紀錄應請導師批閱後送生活輔導組批核。 

第十一條 班會議決之事項，須依規定經導師同意，或學校核准始得實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