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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教職員工之各項獎懲
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與懲處之種類如下：
一、 獎勵
(一)嘉獎
(二)小功
(三)大功
二、 懲處
(一)申誡
(二)小過
(三)大過
(四)免職－免職後永不錄用，案情重大者，得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第三條

合於下列各事蹟之一者，應予記大功：
一、 對校務興革或行政措施成績特優對學校有特別貢獻者。
二、 適時消弭意外事故，對學校有特殊貢獻者。
三、 在惡劣環境下冒生命危險而對學校有特殊貢獻者。

第四條

合於下列各事蹟之一者，應予記小功：
一、 對業務之推動、改革提供建議，有具體成效之貢獻。
二、 其他特殊優良表現，足以一般表率。

第五條

合於下列各事蹟之一者，應予記嘉獎：
一、 及時改進學校的缺點使不致發生災害。
二、 有符合前條的情形，但情節輕微合乎嘉獎。

第六條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競賽成績優異，教師得檢附得獎文件（含主辦單位核發獎杯、獎狀、
獎章、錦旗或公告函文等，可資具體佐證獲獎事實者）
，依以下標準申請敍獎。同一獲獎
獎項若由多位教師共同指導者(以賽前簽核公文名單為準)，則可同時予以敍獎。同一名教
師指導學生參加同一賽事若同時獲得多項獎項(包含個人獎項及團體組獎項)，則採計一項
最高名次予以敘獎為原則。已申請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獎勵金之案件不得同時申請

本辦法之敍獎。
賽事

獎項

指導教師

前三名(或相當
大功二支
之等第)
國外競賽
其它名次

國際競賽
小功一支

前三名(或相當
小功一支
政府部級(含)以 之等第)
上單位主辦
其它名次

前三名(或相當
小功一支
之等第)
國內競賽

大陸、港、澳地
區競賽

嘉獎一支

前三名(或相當
小功一支
之等第)

其它名次

國際競賽是指在國內舉辦之國際競
賽，包含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
澳)參與競賽。

獎狀上署名政府部級(含)以上單位
頒發之競賽。

嘉獎一支

前三名(或相當
嘉獎兩支
政府部級(含)以 之等第)
上單位名義舉辦
之競賽
其它名次
嘉獎一支

其它名次

國外競賽是指在他國（不含大陸港
澳）舉辦之競賽。

小功二支

前三名(或相當
大功一支
之等第)
其它名次

定義

嘉獎一支

即獎狀上註明指導單位為政府部級
(含)以上單位。

國內競賽應是指包含國內三個以上
不同單位參與之競賽。
學校單位舉辦之國內競賽，必須為學
校係受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單位委
託或協助舉辦全國性競賽，始得認
列。
大陸、港、澳地區競賽係指大陸、港、
澳地區應包含三個以上不同單位參
與之競賽。
若在大陸、港、澳地區主辦之國際競
賽，包含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
澳)參與競賽，則可列計至國際競賽。

競賽規模(指國內競賽、以政府部級(含)以上單位名義辦理之競賽、國際(外)競賽)之屬
性，悉依據大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及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核配要點之規定認定為準。
第七條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免職：
一、 於校內打架或攜帶兇器或惡性威脅他人。
二、 貪污、濫權、欺瞞、誣告及其他違法瀆職，行為重大。
三、 違反公序良俗情節重大，而造成校譽損害。
四、 洩漏機密，煽動是非，影響學校安寧者。
五、 蓄意破壞，散佈黑函，經查屬實者。
六、 無故抗命情節重大者。

七、 挑撥離間，破壞團結，情節重大者。
八、 違背職守，使學校蒙受重大損失，或損害校譽者。
九、 有違法出租專業證照，技師租牌等行為者。
十、 假公濟私、徇私舞弊，嚴重損害本校名譽形象。
十一、 有大過情事且情節影響重大者。
十二、 記滿 2 大過。
十三、 曠職 3 日(含)或以上。
十四、 成績考核列丁等。
第八條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一、 因業務疏忽引起校譽之損害。
二、 無故拒絕接受主管合理的指導。
三、 未經核准而擅離職守。
四、 提供不實證明文件或資料。
五、 為圖自己或他人之不法利益而關說或請託，以及接受此項關說或請託。
六、 未依法令程序辦理，不當行使職權，損害學校聲譽及形象。
七、 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招待或其他利益。
八、 未經學校同意，向學生私自收取費用或不當私自募款。
九、 藉由活動辦理或課程實施，要求學生購買不必要器材或物品等，徒增學生負擔。
十、

未經學校許可，於校外以學校教職員工身分，從事各樣私人利益之活動。

十一、 帶領學生從事校外活動，未善盡活動辦理付與之責任，致使學生權益受損。
十二、 記滿 3 小過。
十三、 其他合於第九條之情事而情節重大。
第九條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一、 符合大過情節較輕者。
二、 託人打卡、代人打卡或塗改考勤卡者。
三、 工作不力，屢戒不悛者。
四、 疏於職守，貽誤要公者。
五、 處事失當，應變無方，使財物遭受損失者。
六、 性情粗暴，態度傲慢，不遵約束者。
七、 其他有損本校校譽之言行者。
八、 其他應予懲處情事者。

第十條

符合前條之規定但情節輕微，給予申誡。

第十一條

該學年獎懲結算列入該學年年終職員考核分數內及教師評鑑之輔導與服務項目之分數內，
嘉獎 1 次加 1 分，小功 1 次加 3 分，大功 1 次加 9 分；申誡 1 次減 1 分，小過 1 次減 3
分，大過 1 次減 9 分。

第十二條

獎懲結算之功過相抵，採前功不能抵後過原則，且需相當之功及過(不得累計合算)才能
相抵，並以最近 1 年之功及最近 3 年之過，為功過相抵及過累積之計算基礎。獎之結算，

3 次嘉獎等於 1 小功，3 次小功等於 1 大功；懲之結算，類推之。
第十三條

年度內功過與考核不予重覆計分。

第十四條

本校職員工如有大功大過(含)以上之特殊優劣事蹟事項，由各處、室、科（中心）或附
屬機構等之主管填寫事實陳述表繳交人事室，經由職工評議委員會審議後陳校長核定審
理結果；小功小過(含)以下者得逕送校長審定。
本校教師之獎勵懲處事項應由各科(中心)主管填具獎懲事實陳述表，送交人事室後提報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相關程序進行審議。懲處事項若涉及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應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人事室依校長核定之結果發布獎懲令，通知當事人及單位主管存查，並依核定情況公布
週知。

第十五條

教師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核定懲處者，自獎懲令公布起算二學年度內不得申請升等、
借調、兼課、兼職、超授鐘點及校外專業服務。職員工經審議核定懲處者，自獎懲令公布
起算二學年度內不得申請兼課、兼職，並不得申請次學年度進修。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