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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函

地址：83102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蔡佩佳

聯絡電話：07-7811151轉2500

電子信箱：P0328@fy.edu.tw

受文者：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9日

發文字號：輔公事室字第10800003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十屆傑出校友榮譽校友遴選附件000383.pdf)

主旨：本校108年度「第十屆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遴選事宜，

即日起受理推薦，敬請各單位推薦或協助轉知，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第十屆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候選人推薦事宜，自即日

起至108年3月15日（星期五）止，煩請各機關團體踴躍推

舉傑出人才，並填妥推薦表後向候選人畢業學系申請（遴

選作業要點及推薦表詳如附件）。

二、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候選人資格：

(一)傑出校友：於本校各學制修畢所屬系、科學分，領有本

校核發之畢業證書者。

(二)榮譽校友：非本校畢業、具備以下條件者：

1、曾任或現任之本校董事或教職員工，服務期間有傑出

表現及貢獻者。

2、曾研修本校各學制或學程課程，領有本校核發之修業

證明者。

三、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遴選條件：凡本校各學制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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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下列事蹟足以為校友及在校同學之楷模者，均可被推

薦為候選人。

(一)從事學術研究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者、有重要發明、著

作或論文，成果卓越者、參加國際競賽獲得優異成績或

榮獲國家頒獎者。

(二)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

(三)投入社會公益、國家建設有特殊貢獻者、主持機構或團

體成效卓著並裨益社會，足資表率者或曾獲社會公開表

揚者。

(四)對本校之教學、服務、科技創新、捐資興學或發展有特

殊貢獻者。

(五)其他優異事蹟足資楷模者。

四、推薦人(或單位)於繳交推薦表及相關資料時，請併附二吋

半身照片一張；嗣後於確認推薦者當選後，再由當選人所

屬系所通知補齊傑出事蹟佐證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業

務承辦單位。

五、當選「第十屆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者，將於創校六十一

週年校慶典禮公開表揚並頒獎，典禮日期將另公告通知。

六、如有疑問，請與承辦人員聯繫。承辦人：蔡佩佳、連絡電

話：07-7811151轉2500，E-mail：pr@fy.edu.tw。

正本：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長

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會、桃園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

庚紀念醫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臺北市

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天主教聖功醫

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

法人臺安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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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

偕紀念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

東馬偕紀念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

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佛教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阮

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新北市立

聯合醫院、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桃園分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敏盛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壢新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

馬偕紀念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台中慈濟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澄清綜合

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竹山秀傳醫院、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

里基督教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

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

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臺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慈濟醫院、台南市立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奇美

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

營奇美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經營)、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高雄

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國軍

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財團法人

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財

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屏基醫療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國立陽明大學

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臺

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輔英科技大學校友總會、宜蘭縣政府衛

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國立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屏東

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臺灣養生保健健康管理產

業工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桃園縣助產師助產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長期照顧人員

福利促進協會、長期照顧專業協會、台北市社區銀髮族長期照顧發展協會、高雄

市長期照護機構聯合協會、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

中心、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中華民國經絡能量自然養生療法協會-沐

華經絡美容師資機構、社團法人台灣美髮美容世界協會、桃園縣美容美髮膚質諮

詢檢測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美容美髮膚質諮詢檢測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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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用品器材製造裝修職業工會、新北市美容職業工會、新北市理燙髮美容材料

運送業職業工會、社團法人高雄市職業安全第一協會、高雄市職業安全衛生指導

員職業工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

中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大高雄幼教從業人員職業

工會、新北市幼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臺北市幼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台灣觀光

旅遊協會、新北市旅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高雄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新北

市旅館服務人員職業公會、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台中市旅行商業同業

公會、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宜蘭縣旅行

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旅

行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

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嘉義

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福建省連江縣衛生局、新北市美髮美

容技術指導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高雄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副本：本校護理學院、護理系〈科〉、健康事業管理系、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助產

與婦嬰健康照護系、醫學與健康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物理治療系、保健

營養系、健康美容系、學士後牙科助理學位學程、環境與生命學院、環境工程與

科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系、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生物科技系、人文與管理學

院、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應用外語系、師資培育中心、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2019/01/14
09:32:29

校長 顧志遠



輔英科技大學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 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 月 3日 

受 文 者：全校各行政、學術單位、校友總會、各系友會、校外各公私立機構 

主   旨：敬請推薦 108年度本校「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候選人（作業要點詳附件一），請依說

明辦理。 

說   明： 

一、 請全校各行政、學術單位、校友總會、各系友會或校外各機關如有適當理想人選，於 3月

15日（星期五）前向各系主任或校友總會推薦（推薦表如附件二）。 

二、 推薦表請附上二吋半身照片一張，並於確認當選後由所屬系所聯絡得獎人補齊傑出事蹟之佐

證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擲回業務承辦單位。 

三、 108年辦理流程如下： 

辦  理  流  程 辦 理 時 間 備         註 

 

 

 

 

 

 

 

 

 

 

 

 

 

 

 

 

 

 

 

 

 

 

 

 

 

 

即日起-3/15 

 

系審：3/18-4/15 

院審：4/15-4/30 

校友總會審查：
3/18-4/30 

 

 

5/1-5/31 

 

 

 

6月上旬 
 

 

 

6月上旬 

 

校慶當天 

由本校各行政、學術單位及校外各機關向各系
主任或校友總會推薦。 

一、各系彙整推薦表，依校友之傑出事蹟進行

審查，且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各院初選

後提交遴選委員會複選。 

二、校友總會推薦人選經內部會議通過提交遴

選委員會。 

召開遴選委員會議，議決複選名單。 

 

 

 

由承辦單位將複選名單陳校長核定。 

 

 

由所屬系所聯絡得獎人並補齊相關佐證資料
後送交業務承辦單位。 

 

於校內重要集會場合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牌。
（公開表揚日期訂於每年 11 月最後一週之週
六校慶活動當日辦理。） 

 

  四、承辦單位：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承辦人員：蔡佩佳，連絡電話：07-7811151 分機：2500。 

 

 

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  敬啟 

各系推薦 

學院、校友總

會初選 

遴選委員會 

複選 

陳 校長核定 

公開表揚 

通知得獎人並

彙整相關資料 



輔英科技大學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遴選作業要點 

100年 2月 16日 99 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 3月 16日 99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11月 2日 100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2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8日 104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9月 30日 105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2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9月 3日 107 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表揚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優秀校友，及對輔英校務熱忱貢獻，弘揚校譽、以樹立
楷模，並發揚輔英之光，特訂定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遴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遴選名額含本校校友總會二名在內，每學年度以十名為原則，若無符合資格者，得從缺，但遴
選委員會可斟酌該年度特殊情況增減名額。 

三、表揚類別： 

（一）傑出校友：於本校各學制修畢所屬系、科學分，領有本校核發之畢業證書者。 

（二）榮譽校友：非本校畢業、具備以下條件者： 

1.曾任或現任之本校董事或教職員工，服務期間有傑出表現及貢獻者。 

2.曾研修本校各學制或學程課程，領有本校核發之修業證明者。 

四、遴選條件：凡符合前條表揚類別，且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足以為校友及在校同學之楷模者，均
可被推薦為候選人。 

（一）從事學術研究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者、有重要發明、著作或論文，成果卓越者、參加國
際競賽獲得優異成績或榮獲國家頒獎者。 

（二）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 

（三）投入社會公益、國家建設有特殊貢獻者、主持機構或團體成效卓著並裨益社會，足資表
率者或曾獲社會公開表揚者。  

（四）對本校之教學、服務、科技創新、捐資興學或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五）其他優異事蹟足資楷模者。 

五、推薦方式： 

（一）由本校各行政、學術單位推薦。 

（二）由本校各系友會推薦。 

（三）由本校校友總會推薦。 

（四）校外各機關、主管推薦。 

（五）校友自行向學校、系友會或校友總會推薦。 

（六）已停止招生之系（科、學程），如有適當候選人，得由現有相關系（學程）推薦之。 

經本項第三款推薦之候選人，得不經校內系、院審查逕入複選程序；但遴選名額以二名為限。 

六、承辦單位應於選拔當年一月底前通知校內外相關單位及機構，公開推薦傑出校友及榮譽校友候
選人若干名，並詳列優良事蹟，依審查方式彙辦。 

七、審查方式：分「初選」、「複選」與「核定」三階段辦理。 

（一）初選： 

各系(學程)彙整推薦表，依校友之傑出事蹟進行審查，且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各院初
選，通過初選者為所屬學系之傑出校友，具備提交遴選委員會複選之資格。 

（二）複選： 

遴選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公共事務暨校
友服務室主任、校友總會理事長擔任委員，副校長為召集人，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主
任為執行秘書，開會議決複選名單。複選審查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含)委員出席，並
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為通過。委員如為候選人，則於會議審核中應迴避。 

（三）核定：複選名單由承辦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於校內重要集會場合公開頒獎。 

八、表揚方式： 

（一）於校內重要集會場合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牌一座及致贈校內車輛永久通行證。 

（二）具體事蹟將刊登於本校刊物、登錄於校史館資料內，並公開於網站上廣為宣傳，以彰顯
其成就。 

九、本遴選活動所需經費由承辦單位於年度預算中編列。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輔英科技大學 108 年度 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推薦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受推

薦人

基本

資料 

姓名 

中文： 性別 □男   □女 

二吋半身照片 

英文：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 

資料 

電話（宅）：（  ）-       （公）：（  ）-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學 

歷 

本校畢業系 

(科、學程） 
           科/系、學程/所（碩） 畢業 年 月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學程/所（碩/博） 畢業 年 月 

經 

歷 

現職單位  職稱  

其他經歷  

 

傑出

事蹟 

 

 

推薦

單位 

單位名稱  推薦人姓名  

聯絡電話  現職職稱  

推薦單位戳章  單位主管簽名  

審查 

初選 

（院長簽章） 

※此欄位校友

總會免填 

□通過 □未通過 

簽章：                 

複選 

（遴選委員會） 
□錄取   □未錄取 

附註：1.「傑出事蹟」請條列式詳舉具體事蹟，如有附件佐證資料請裝訂成冊。 

      2.本表請寄(送)至學系辦公室或相關單位彙辦。 

3.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室電話：07-7811151 轉 2500、電子信箱：pr@fy.edu.tw。 

附件二 

保存年限：三年 
表單編號：2300-3-04-0902 

mailto:pr@f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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