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學年度優良、傑出導師及推動導師業務優良單位評選」 

活     動    成    果    彙    報 

 

壹、依據：依本校「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辦理。 

貳、目的：落實本校導師輔導效能，表彰熱心輔導及關懷學生之優良導師與績優單位。 

參、辦理日期：101年 5月 30日及 6月 20日。 

肆、承辦單位：諮商輔導組。 

伍、活動經費：23萬 3,325元。（校長專款之導師指導活動費） 

陸、辦理過程： 

一、確認評選委員名單： 

本案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由學務長、各學院代表

及校長聘任校內外具輔導專長之老師若干人組成「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審查

獎勵人選及單位。委員名單如下表： 

 姓名 任職單位及職稱 備註 

1 鄭武德 
明新科技大學 

學務長 

1.95~103教育部北二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召集人。 

2.97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訪視

委員。 

3.98、99年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 

4.100、101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常務理事。 

2 王信雄 
亞東技術學院 

學務長 

1.98~103北二區學務中心委員。 

2.98~101年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 

3.亞東技術學院 96~100學年度優良導師評

選召集人兼主席。 

4.100年度北二區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

負責人及輔導教師~「學生自治與公民素

養」知能研討會專題演講主持人。 

3 方志中 
海運學院 

副教授 
- 

4 許濤 
生命科學院 

教授 

原推薦生科系林秀美老師，因評選當日

（5/30）不克與會，依「優良導師評選及獎

勵辦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生科院推薦許

濤老師候補之。 

5 莊慶達 
海資學院 

教授 
- 

6 蕭松山 
工學院 

教授 
- 

7 莊季高 
電資學院 

教授 
- 

8 林志聖 
人社院 

助理教授 
- 



 

二、籌備過程： 

(一) 會前會：經學務長、組長指導修正。 

「97-99學年度傑出導師候選人輔導業務綜整及評分方式」及「班會實地訪評

資料摘要」等簡報檔數次經學務長指導與親自修正，另有關評選適用新舊辦

法疑義、評選委員評分標準規範及傑出導師班會實地訪評時間安排等相關辦

理進度均定期列表追蹤(附件 1) 

 

(二) 評選資料準備工作：將各候選人及候選單位參與評選所提供之優良事蹟資料

裝定成冊外，另將資料燒錄在光碟片上，以利各評選委員會前審閱，節省現

場評選時間。 

1. 優良導師評選 

(1)事前完成各候選人 100學年度「學生對導師滿意回饋調查成績 15%」、

「全學年導師座談會出席總分 10%」及「全學年導師班會出席總分 10%」

之評分表供各評選委員會前酌參。 

(2)將各評選委員現場評定之「具體優良事蹟 35%」、「輔導心得報告 30%」

及上列 3項評分項目總計後，評選出 6位優良導師。 

(3)評分項目總計後，評選出 6位優良導師。 

2. 傑出導師評選 

(1)綜整各候選人 97-99學年度之「導生對導師滿意回饋調查 3%」、「參與

導師座談會出席情形 3%」及「參與班會次數 4%」等資料及成績供評選

委員酌參。 

(2)將各評選委員現場評定之「自我期許 10%」、「班會實地訪評 40%」、「輔

導心得報告 40%」及上列 3項評分項目總計後，評選出 3位傑出導師。 

3. 推動導師業務優良單位評選 

(1)事前完成各候選單位 100學年度之「班會達成率 25%」、「全校導師座談

會出席率 25%」。 

(2)各評選委員現場評定之「配合學校認真執行導師工作 50%」及上列 2

項評分項目總計後，評選出 1個優良單位。 

4. 議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2：00~12：10 主席致詞及評審委員介紹 王主任委員天楷 

12：10~12：15 
諮輔組報告 

1.評選計分方式及獎勵辦法 說明 

2.評選資料說明 

3.參選人報告方式說明 

黃執行秘書之暘 

12：15~13：35 優良導師評選（Ⅰ） 王主任委員天楷 

13：35~13：45 休息  

13：45~14：25 傑出導師評選（Ⅱ） 王主任委員天楷 



14：25~14：50 推動導師業務優良單位評選 王主任委員天楷 

14：50~15：20 委員評分討論及臨時動議  

15：20~ 散會  

 

5. 候選人及單位 

(1) 優良導師候選人名單 

系別 候選人 系別 候選人 

運輸系 邵泰源老師 河工系 張景鐘老師 

輪機系 蔡順峰老師 通訊系 鄭振發老師 

食科系 黃意真老師 食科系 方翠筠老師 

資工系 葉春超老師 系工系 關百宸老師 

河工系 楊文衡老師   

(2) 傑出導師候選人名單 

學院 候選人 系別 備註 

海運學院 鍾添泉老師 運輸系 學務處推薦 

海運學院 劉中平老師 商船系 學院推薦 

生科院 
吳彰哲老師 食科系 學院推薦 

陳鴻鳴老師 養殖系 學院推薦 

電資院 黃培華老師 電機系 學院推薦 

(3) 推動導師業務優良單位候選名單 

學院 候選單位 學院 候選單位 

海運學院 運輸系 工學院 河工系 

生科院 生科系 電資院 通訊系 

海資院 環漁系 人社院 無推薦單位 

6. 評選委員建議 

(1)本次評選會議，各評選委員針對本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優良導師評

選及獎勵辦法」部分條文及複評評分標準表之評分、獎勵項目、方式、

成績計分比重，及部分文字提出修正，以彰顯受評導師之具體優良事

蹟並鼓勵更多導師參與競選。 



(2)檢附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3。 

（擬先以 e-mail請各學院院長斧正後，提行政會議審議。） 

7. 傑出導師班會實地訪評 

本次評選首次針對傑出導師候選人班會實地訪評，班會召開現場全程錄影

並製作成光碟片，致送不克參與班會實地訪評之委員，以利公正評分。 

(1)傑出導師候選人班會實地訪評時間表 

時間 系別 候選人 地點 

5/24（四）12:00 養殖系 陳鴻鳴老師 生科館 211教室 

6/01（五）12:15 商船系 劉中平老師 商船系 210教室 

6/04（一） 12:10 食科系 吳彰哲老師 食科館 209教室 

6/06（三） 13:30 電機系 黃培華老師 電機二館 209室 

6/13（三） 12:00 運輸系 鍾添泉老師 延平大樓 517教室 

(2)班會實地訪評摘要 

 

 

 

 

 

 

 

 

 

  

  

  

  

  

  

  

  



 

 

 

 

 

 

 

 

 

 

 

 

 

 

 

 

 

 

 

 

 

 

 

 

 

 

 

8. 決議 

(1)5月 30評選會議 

○1 當選優良導師獎者為運輸系邵泰源、資工系葉春超、河工系楊文衡、

河工系張景鐘、通訊系鄭振發、食科系方翠筠等 6名老師，每名頒發

獎牌乙面。 

○2優良單位獎共計 1名，由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獲得，頒發獎牌乙面。 

(2)6月 20評選會議 

當選年度傑出導師為運輸系鍾添泉、商船系劉中平及電機系黃培華等 3

名老師。 

(3)當選傑出導師獎者每名頒發獎金五萬元及獎章乙枚，惟本項獎勵金與

本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規定之獎勵金，應擇一支領。 

(4) 101年教師節頒發得獎人及得獎單位獎金或獎牌。 

 



9. 檢討 

(1)送各院的導師綜合成果，含導師參與班會之次數、導生對導師的滿意

調查排序與學生意見，及導師參與全校導師座談會之情形等，應由諮

輔組先行篩選，明列具資格之所有人選，並於請各院推薦優良導師之

函文上加註提醒，以利各院推派。 

(2)優良導師評選辦法持續更新，院選抜時應詳予說明。 

(3)本案之規劃應有全盤、周詳之考量並訂定 SOP。 

(4)簽案應即早簽奉核定、評選時間（含班會實地訪評）及受評資料需提

早送達各評選委員，以確定評選委員出席狀況。 

(5)資料收集與彙整時間應妥善掌控。 

(6)委請組內其他同仁共同參予並協助。 

(7)活動指派之工讀生應有事先溝通、訓練與妥善分工。 

(8)班會實地訪評應於評選會議前完成，除較能把握時效外．能使評選會

議一次完成。 

(9)應依本校「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第六條規定，於 5月 30日完成

評選事項。 

(10) 部份傑出導師候選人未及提列「自我期許」，應加強提醒，以利評

選委員會前審閱。 

(11) 「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附件「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複評評分

標準表」二、優良導師「受評導師之具體優良事蹟」評分細項第 5為

「其他輔導事蹟，最高得分…（如輔導班級有完整之導生晤談評估表…

等）」，惟現場評選評分表該欄位僅以「輔導班級有完整之導生晤談評

估表」，造成評選委員誤解，應標示清楚。 

(12) 會場應準備全數委員名單、外聘委員資格背景。  

10.活動照片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學務長： 

  



附件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為評選優良導師，由學務

長、各學院代表及經校長聘

任校內外具輔導專長之老師

若干人組成「優良導師評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負責審查獎勵事宜。學

務長為主任委員，諮商輔導

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各學院推薦代表一名，被推

薦代表因故無法參與評選會

議時，得經該院院長同意候

補之。 

委員為被推薦評選優良單位

之代表者，對所屬單位不予評

分。 

第三條 為評選優良導師，由學務

長、各學院代表及經校長

聘任校內外具輔導專長之

老師若干人組成「優良導

師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負責審查獎勵

事宜。學務長為主任委

員，諮商輔導組組長為執

行秘書。 

       各學院推薦代表一名，被

推薦代表因故無法參與評

選會議時，得經該院院長

同意候補之。 

1.新增第 3條第 4

項。 

2.各院推薦之代

表皆由學系選

出，如評選優

良單位時，屬

該系之委員須

迴避，可能評

選委員未達

1/2。爰予放寬

規定。 

第四條 獎勵項目及方式： 

   一、優良單位獎：每學年全校至

多一個單位，頒發獎牌乙面。 

二、優良導師獎： 

1.每學年全校至多六名，每

名頒發獎牌乙面。 

2.當選優良導師者，次年不

得被推薦為候選人。 

 三、傑出導師獎： 

1.每學年全校至多三名，每

名頒發獎金五萬元及獎章

乙枚。 

2.學院得推薦近五年累積二

次獲得本校優良導師獎者

為候選人。 

3.學務處得推薦近五年三次

獲得優良導師者為傑出導

師候選人。 

4.曾獲本獎項者，其前次獲

獎資歷，本次不得重複採

計。 

第四條 獎勵項目及方式： 

一、優良單位獎： 

每學年全校至多一個單

位，頒發獎牌乙面。 

二、優良導師獎： 

1.每學年全校至多六名， 

每名頒發獎牌乙面。 

2.當選優良導師者， 二年內 

不再予以重複推薦為候選

人。 

三、傑出導師獎： 

1.每學年全校至多三名，每

名頒發獎金五萬元及獎章

乙枚。(累積二次獲得本校

優良導師獎者，始得為候

選人)   

2.前項獎勵金與本校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作業

要點規定之獎勵金，應

擇一支領。  

 

1.本條第 2款第 2

目，文字修       

正，使詞意更

臻明確。  

2.由第 3款第 1

目後段移至第

2目，並明訂由

學院推薦。  

3. 為求推薦程

序一致及關連

性，第 6條第 2

款第 3目前段

移列第4條第3

款第 3目。 

4.明訂已獲獎之

計算年度應歸

零，以資週全。 



5.前項獎勵金與本校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作業

要點規定之獎勵金，應

擇一支領。  

第六條 評選方式與時間： 

   …… 

二、複評： 

3.傑出導師獎：由學務處提供業

務內有關導師工作之輔導統計

與調查資料，並得請傑出及優

良導師候選人提出輔導心得報

告，以為各委員評議時之參

考。評分標準如附件。 

4.本評議需經全體委員 1/2以上

之出席，出席委員 1/2以上之通

過始得為獲獎人之議決。 

5.複評議定後報經校長核定給獎。 

 

第六條 評選方式與時間： 

  …… 

二、複評： 

3.傑出導師獎：近五年三次獲

得優良導師者得經學務處列

為傑出導師候選人，由學務

處提供業務內有關導師工作

之輔導統計與調查資料，並

得請傑出及優良導師候選人

提出輔導心得報告，以為各

委員評議時之參考。評分標

準如附件。 

4.本評議需經全體委員 1/2以

上之出席，出席委員 1/2以上

之通過始得為獲獎人之議決。 

5.複評議定後報經校長核定給

獎。 

第 2款第 3目前

段移列第 4條

第 3款第 3目。 

 

 

 

 

 

 

 

 

 

 

 

  

  



附件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複評評分標準修正對照表 

單位/對象 評分項目 
擬修訂成績

比重（%） 
擬修訂評分細項 

原成績

比重（%） 
原評分細項（說明） 備註 

一、優良單位 

 

 

 

 

 

 

 

 

 

配合學校認

真執行（推

行）導師工作 

50% 1.單位確實執行適任大一新

生導師相關工作業務並具

績效 (最高 10分)。 

2.協同導師以主題或策略推

行導師工作且具卓越績效

者註一 (最高 15分)。 

3.協助導生相關活動推行、辦

理並具績效單位註二 (最

高 15分)。 

4.積極推動導師知能研習與

相關活動並具績效註三 

(最高 10分)。 

50% （無） 為使成績比重

更臻明確，增

訂評分細項。 
註一如品德教

育、關懷住宿

生及解決學生

困難等。 
註二 如 Fun4與

其他課外活動

等。 
註三如定期召開

系所導師會議

等。 

 

二、優良導師 全學年全校

導師座談會

出席情況 

10% 1.新生導師座談會： 

新生導師與會者得 2分。 

2.第 1學期全校導師座談會： 

新生導師與會者得 4分， 

2-4年級導師與會者得 5

10% 1.新生導師座談會： 

新生導師與會者得 2

分。 

2.第 1學期全校導師座談

會： 

新增第 4點，

以利評比達於

客觀、公平。 

 



分。 

3.第 2學期全校導師座談會： 

新生導師與會者得 4分， 

2-4年級導師與會者得 5

分。 

4.因公出（差）或參加校內會

議不克出席而能提出佐證

者，視同請假。 

新生導師與會者得 4

分， 

2-4年級導師與會者得

5分。 

3.第 2學期全校導師座談

會： 

新生導師與會者得 4

分， 

2-4年級導師與會者得

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