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科技大學『研究生績優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01年 11月 22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 10月 15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研究素質，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研究 

所碩、博士班，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助學金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特訂定

「研究生績優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助對象、條件及獎助學金核給方式： 

（一）碩〈博〉士班一般生： 

       1、凡本校應屆畢業生及校友在校成績為全系或全班名次前 50%（應屆畢業生以 

          在校前三年平均成績）或當學年度錄取國立大學或國立科技大學（校院）相 

          對應碩〈博〉士班一般生（各系所訂定相對應系所，並送公共事務室備 

查），而選讀本校碩〈博〉士班入學且完成註冊者。 

              獎助學金核給方式如下： 

（1） 正常修業年限畢業者：於正常修業年限內，分兩年 4學期，每學期發 

給新台幣 2萬 5仟元獎助學金，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10萬元獎助學

金。 

          （2）修業 2~3學期畢業者：於修業期滿離校前，每學期核發新台幣 2萬 5 

               仟元獎助學金。 

             2、其餘本校應屆畢業生或校友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招生，經錄取且註冊入學 

                者。於入學第 1學期發給碩士獎助學金新台幣 1萬 5仟元。 

         3、若同時符合上述兩種獎助學金申請條件時，僅能擇一金額較高者申請。 

畢業年限以各系所訂定之修業標準為原則。 

（二）碩士在職專班生： 

        1、錄取本校各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完成註冊者，分兩年 4學期，每學期發 

給獎助學金新台幣 6仟元。〈最多以 4學期為限〉 

          2、自 103學年度起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及應用社會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於 

入學前曾修讀本校開設之碩士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者（以不超過 18學分為 

限），在入學後第二學年，分上下學期平均發給獎助學金；其獎助學金 

額，以其已獲得學分抵免（本校碩士學分班所修得課程學分）之學分費總 

金額（不含雜費）為上限。 

         3、若同時符合上述兩種獎助學金申請條件時，僅能擇一金額較高者申請。 

          畢業年限以各系所訂定之修業標準為原則。 

    三、 一般規定： 

       （一）錄取國立大學（含科技校院）相對應碩〈博〉士班一般生而選讀本校者，申 

請時須繳交錄取報到通知單。 

       （二）申請者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並於入學後第一年之第 1學期開學日起 5週 

內，檢附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向本校公共事務室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已請領本獎助學金者，仍可申請校內其他非以入學成績為標準之獎助學金。 

       （四）如受獎者學期成績達 1/2以上不及格、休學、退學時，自然喪失資格，其名 

額不再遞補。 

      （五）符合申請條件者，其第 2學期以後之獎助學金，由公共事務室主動查核學籍 

狀況，經教務處確認註冊後，如符合規定，即向學校申請撥款，不須獲獎者

另行提出申請。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樹德科技大學公共事務處設置辦法 
98年 3月 18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年 3月 25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 11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1月 3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公共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設置宗旨，以整合學校內部資源、加強學校整體形象塑

造，建構學校永續經營為基礎，並依據「樹德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七條之ㄧ，特

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本處置處長及副處長各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之。

本處處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在

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三條 本處分設招生服務、媒體公關等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處長依相關規定簽請校

長同意後，聘請本校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組員若干人，其執掌如下： 

一、 招生服務組 

(一) 學生選填志願調查。 

(二) 召開招生宣傳會議，研擬各項招生策略。 

(三) 推動科技人文講座，並參與各項招生活動。  

(四) 邀請重點高中職學校策略聯盟並舉辦各項交流活動。 

(五) 配合各項入學考試之辦理與諮詢(例如：考試資訊之發布、考生服務

隊…等)。 

(六) 促進招生之相關活動。(例如:百萬築夢計畫)。 

(七) 文宣統籌設計(例如：校系所簡介、招生宣傳海報、入學服務網站、

各類媒體通路廣告…等)與招生網頁資訊更新維護。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 媒體公關組 

(一) 蒐集事件與優良事蹟，建立學校品牌。 

(二) 建立媒體關係。 

(三) 評估媒體廣告效益與採購業務。 

(四) 新聞事件危機處理。 

(五)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第四條 本處各項行政與作業規定及相關細則另訂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樹德科技大學 

技藝能競賽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95 年 3 月 22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3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10 月 29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2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12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宗旨與依據 

為吸引技藝能成績優異之高中職學生進入本校就讀，及鼓勵本校優秀學生代表本校參與

國內及國外各項技藝能競賽，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助學金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之

規定，訂定「樹德科技大學技藝能競賽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獎助對象與內容 

一、 當學年度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及進修二年制一年級入學新生或在校生，曾參加「國

際技能競賽」、「全國技能競賽」(含分區賽)或「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各類科學生技

藝競賽」或「OMC世界盃」等競賽，得獎結果符合「樹德科技大學技藝能競賽績

優學生獎助學金發放標準表」(見附件)者，得申請所列其中一項之獎助學金。 

二、 本校在校生被選拔為「國際技能競賽」之國家選手者，自當選國手起至國際技能

競賽結束止，每月給予一萬元之獎助學金。 

第 三 條 一般規定 

一、 申請本獎助學金學生，即成為本校參與國內外各項技藝能競賽當然人選，必須配

合本校必要之相關培訓參賽計畫。培訓期間所需耗材及相關費用由本校提撥經費

補助。 

二、 大學部四年制一年級入學新生受獎者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並於開學日起第五週

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共事務室提出申請，逾期得不予受理。公共事務處將

於開學日起第七週內公告獎助學金申請之審查結果，並於第十週前核發獎助學

金。 

三、 在校生之受獎者於得獎後，應隨即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共事務處申辦獎助學

金。 

四、 「樹德科技大學技藝能競賽績優學生獎助學金發放標準表」所列之給獎金額、給

獎方式、名額限制、給獎標準與適用競賽種類等得每年檢討後，於 3月 1日前簽

請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 

第 四 條 經費來源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辦法中規範之招生宣傳預算優先支列，該預算若

有不足，由學校撥專款支付。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修正時亦同。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參與各項招生宣傳服務績效辦法 
93 年 2 月 18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10 月 29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3 月 18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公共事務室及推廣教育中心為鼓勵本校教師提供各項協助，依據「樹德科技大學教

師聘任辦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及「樹德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學年度績效最低要求標

準」第四條第三款，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提供下列相關協助者應予以獎勵： 

（一） 協助參與公共事務室主辦之各項招生宣傳，並對學校有正面效益者。 
（二） 協助參與公共事務室主辦之各項新聞媒體宣傳，對學校有正面效益並提及

或刊出「樹德科技大學」者。 
（三） 擔任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之授課教師。 
（四）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規劃者。 
（五）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招生者。 
（六）協助推廣教育中心校內(外)專題演講者。 

第三條 協助公共事務室(以下簡稱本單位)相關業務推展及進行者其計分規則如下： 
（一） 協助招生宣傳須對學校有正面效益： 

1. 主講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校外各項專題講座者，每次可得 5 分。 
2. 參加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全國性招生性質博覽會者，每天可得 5 分。 
3. 參加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校外各種招生性質活動者，每次可得 3 分。 
4. 參加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校內各種招生性質活動者，每次可得 2 分。 
5. 當學年度擔任各系(含碩士班)或獨立所之「招生專責教師」，且確實協助

配合本單位完成各項招生活動者，每位最高可得 20 分，而每教學單位

最高以 40 分為限。各教學單位應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自行選定當學年

度「招生專責教師」一至數名，並報本單位備查後實施。「招生專責教

師」應協助配合之內容包含： 
(1) 代表所屬單位成為本校招生宣傳策略會議當然委員。 
(2) 代表所屬單位成為對外招生關係互動聯絡人。 
(3) 統籌所屬單位應出席招生活動之規劃與所需人員之調派。 
(4) 統籌所屬單位之各種對外文宣品內容之提供與發行印製前之確認。 

（二）協助新聞媒體宣傳對學校有正面效益，並提及或刊出「樹德科技大學」者始

予以計分，新聞媒體宣傳分為電視台、報紙、廣播電台、雜誌、網路與其他

等六項，其計分規則如下： 
1. 電視台：分全國台、地方有線台兩類。全國台指閱聽眾覆蓋全台之電視台；

例如台視、中視、華視、TVBS、東森電視、民視電視、公共電視、客家

電視台、三立電視、年代電視、八大電視、慈濟大愛等台；地方有線台指

區域經營的電視台，例如高雄縣南國有線電視、高雄市慶聯有線電視等

台。 
○1新聞或節目受訪：全國台 3 分/次、地方有線台 2 分/次。 
○2受邀參加現場 CALL-IN 節目：全國台 5 分/次、地方有線台 3 分/次。 
2. 報紙：分成四大報、非四大報。四大報指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與

蘋果日報、經濟日報、人間福報、中華日報台南版。非四大報指台灣時報、

民眾日報、台灣新聞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青年日報、聯合晚報、中

時晚報等平面媒體。 
○1見諸四大報全國版三百字以上 3 分、地方版三百字以上 2 分、三百字

以下不論版別均為 1 分。 



○2見諸非四大報全國版三百字以上 2 分、地方版不論版別字數均為 1 分。 

○3教師受邀撰寫專欄、或時勢論述刊登於民意論壇，見諸四大報為 3 分、

非四大報為 2 分。 
3. 廣播電台：廣播電台不論覆蓋範圍，只要接受專訪均給 3 分/次。 
4. 雜誌：雜誌需為發行量超過一萬份，接受訪問刊出均給 3 分/次。 
5. 網路：每一新聞事件給 1 分/件。（由受訪人自行提供訊息紙本，同一新聞

事件，報紙與電子報分開記點） 
6. 其他： 

○1受邀開發禮品以贈送媒體記者、貴賓給 5 分。 
○2籌辦規劃本校與媒體合作辦理之座談會或研討會給 5 分。 
○3指導學生參加百萬築夢計畫獲獎者給 3 分。 

第四條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相關業務推展及進行者其計分規則如下： 
（一）教師協助推廣教育中心以下事項應給予點數 10 分/班： 

1. 協助學士學分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2. 協助碩士學分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3. 協助職業訓練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4. 協助非學分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5. 協助證照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二）教師協助推廣教育中心以下事項應給予點數 5 分/班： 
1. 協助學士學分班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2. 協助碩士學分班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3. 協助職訓課程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4. 協助非學分班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5. 協助證照班課程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6. 協助校內外專題演講者（次）。 

（三）教師協助推廣教育中心以下事項應給予點數 3 分/次： 
1. 擔任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之授課教師者。 
2. 協助學士學分班課程規劃者。 
3. 協助碩士學分班課程規劃者。 
4. 協助職業訓練課程規劃。 
5. 協助非學分班課程規劃。 
6. 協助證照班課程規劃。 
7. 協助學士學分班招生者。 
8. 協助碩士學分班招生者。 
9. 協助職業訓練課程招生者。 
10.協助非學分班招生者。 
11.協助證照班課程招生者。 

第五條 其他例外情形，得視實際狀況由公共事務室或推廣教育中心斟酌給分。 
第六條 本辦法以一學年為計算基準，以上項目以累加方式計算積分，例如：擔任推廣教育

中心各類課程之授課教師者，並協助碩士學分班招生者，獎勵點數為 3＋3 為 6 分，

以此類推，累積分數達 20 分者，得依本校「專任教師學年度績效最低要求標準」

第四條規定列為一案。 
第七條 配合學校發展重點辦法，公共事務室及推廣教育中心將每學年提供協助方向予相

關單位，並依教師實際協助累積分數。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