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總隊研究生自治幹部暨學生實習幹部服務規範
中華民國94年5月訂定
中華民國95年12月修訂
中華民國97年9月17日修訂
中華民國99年12月13日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3月6日修訂
中華民國104年1月16日校隊字第104000043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11月9日校隊字第1040010139號函修正第三章

第一章

主管單位：學生總隊
承辦單位：四年制二年級

總 則

一、為培養本校研究生、學生領導統御及待人處事之能力，並從互動中學習自治、自律
及自動自發之生活態度，以實現自主管理之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規範。
二、有關自治幹部暨實習幹部之類別、派任、甄選、任期、改選與更換、考核、任務與
權責、獎勵與會議相關事宜，悉依照本規範辦理。

第二章

類 別

三、研究生中隊設置研究生自治幹部（以下稱自治幹部），分為以下二類：
（一）自治中隊幹部，其職稱如下：
1、自治中隊長
2、自治訓導
3、自治區隊長：於幹部（先修）教育學制中設置。
4、自治班長：於幹部（先修）教育學制中設置。
（二）教育班長
四、學士班設置學生實習幹部（以下稱實習幹部），分為以下三類：
（一）實習總隊幹部，其職稱如下：
1.實習總隊長
2.實習副總隊長
3.實習督導
（二）實習中隊幹部，其職稱如下：
1.實習中隊長
2.實習訓導
3.實習區隊長
4.實習班長
（三）教育班長

第三章

派 任

五、自治幹部之派任方式如下：
（一）自治中隊幹部
1、自治中隊長
（1）各年班派任一名。
（2）研究生一年級上學期由該年班曾受本校養成教育之研究生派任，必要時，
得由接受幹部（先修）教育之研究生派任之。
（3）研究生一年級上學期以外之各學期，自各該年班全體研究生中遴選之。
2、自治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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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年班派任二至三名，至少一名為女生。
（2）自各該年班全體研究生中遴選之。
3、自治區隊長
（1）幹部（先修）教育第一學年派任二名，至少一名為女生。
（2）自已完成第一學年幹部（先修）教育，並進入研究所第二年學制之研究生
中遴選之。
4、自治班長
（1）各年班接受幹部（先修）教育之各班各派任一名。
（2）自各該年班接受本校幹部（先修）教育之研究生中遴選之。
（二）教育班長
1、教育班長人數依新生人數與實際需求決定。
2、自全體研究生中遴選之。
六、各類實習幹部之派任方式如下：
（一）實習總隊幹部：
1.實習總隊長一名、實習副總隊長兩名、實習督導十四名。
2.第一梯次由四年制四年級學生派任。
3.第二梯次由二年制二年級學生派任。
（二）實習中隊幹部：
1.男生部分
（1）實習中隊長：
①各隊各梯次派任一名。
②四年制一、二、三年級第一、二梯次由四年制四年級學生派任，第三、四
梯次由四年制三年級學生派任。四年制四年級各梯次皆由該隊學生派任。
③二年制各年級各梯次皆由二年制二年級學生派任。
（2）實習訓導：
①各隊各梯次派任一名。
②派任方式與實習中隊長相同。
（3）實習區隊長：
①各區隊派任實習區隊長二名。
②最高年級由各該隊學生派任。
③四年制一、二、三年級由三年級學生派任。
④二年制一年級由二年制二年級學生派任。
（4）實習班長：
①各班派任一名。
②除四年制一年級由四年制二年級派任，其餘皆由各隊派任。
2.女生部分
（1）各級幹部人數配賦與男生同。
（2）實習中隊長、實習訓導及實習區隊長皆由最高年級學生派任。惟第三、四
梯次實習區隊長得由四年制三年級學生派任。
（3）實習班長之派任與男生同。
（三）教育班長部分
1.教育班長人數依新生隊人數與實際需求決定之。
2.四年制由四年制四年級學生派任；二年制由二年制二年級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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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甄 選

七、學生參加各類實習幹部甄選，其基本條件如下：
（一）實習總隊幹部、實習中隊長、實習訓導、教育班長，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1.學科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或名列該系（組）前二分之一以內。
2.操行及訓導成績皆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3.基本教練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
4.體技成績平均達七十分以上。
5.曾擔任公職幹部或實習班長以上職務。
（二）實習區隊長、四年制一年級及二年制一年級第一學期之實習班長應具備下列基
本條件：
1.學科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或名列該系（組）前二分之一以內。
2.操行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3.訓導及基本教練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
4.體技成績平均達七十分以上。
（三）原建制隊之實習幹部視教育需求派任，不受前項限制；成績之計算，以甄選前
各學期平均分數為準。
八、實習幹部甄選程序如下：
（一）所有派任幹部皆應於就任前一個月甄選完成。並開始辦理實習幹部講習(講習
課程如附件一)。
（二）甄選辦法應公告週知，得由學生自由報名、學生公職幹部推薦或由隊職師長提
名，彙整列冊候選。
（三）前項報、提名作業完成後，應由隊職師長召開資格審查及甄選會議。
（四）實習總隊幹部甄選評比項目及百分比如下：
1.操行成績（十五％）
2.學業成績（十％）
3.軍訓成績（十％）
4.體技成績（五％）
5.經歷（十％）
6.隊部考評（十％）
7.指揮調度能力測驗（二十％）
8.口試（二十％）
（五）實習中隊幹部甄選評比項目及百分比如下：
1.操行成績（十五％）
2.學業成績（十五％）
3.軍訓成績（十五％）
4.體技成績（五％）
5.經歷（十五％）
6.隊部考評（十五％）
7.指揮調度能力測驗（二十％）
（六）各評比項目之評分內容及經歷得分表內容如附件二、三。
（七）實習總隊實習督導以上幹部之口試及術科測驗由總隊長、副總隊長、大隊長、
副大隊長及各中隊長評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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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任 期

九、自治幹部之任期如下：
（一）自治中隊幹部：
1、自治中隊長及自治訓導：自學期開始至學期結束止。
2、自治區隊長及自治班長：
（1）第一梯次自學期開始至期中考週止。
（2）第二梯次自期中考後一週至學期結束止。
（二）教育班長：自預備教育返校準備日開始至預備教育結束止。
十、各類實習幹部之任期如下：
（一）實習總隊幹部：
1.第一梯次任期自畢業班畢業考前起至十一月下旬止。
2.第二梯次自十一月下旬起至畢業考前止。
（二）實習中隊幹部：
1.第一梯次自畢業班畢業考前起至九月下旬止。
2.第二梯次自九月下旬起至十一月下旬止。
3.第三梯次自十一月下旬起至翌年三月中旬止。
4.第四梯次自三月中旬起至畢業考前止。
5.四年制一年級及二年制一年級第一梯次自始業活動起至十月中旬止；第二梯次自
十月中旬起至十一月下旬止；第三、四梯次任期同前。

第六章

改選與更換

十一、自治幹部有違反校規者，依相關規定懲處之。若遇下列情事由隊部報請校長核准
後改選。
（一）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
（二）犯有過失，不服從隊職師長指導或違反規定者。
十二、實習幹部任職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建制隊與任職隊中隊長會銜簽請校長更
換之：
（一）違反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
（二）請事假在八日以上。
（三）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第七章

考 核

十三、自治幹部由輔導中隊師長考核之，並於自治幹部任期終了一週內，依照自治幹部
勤惰及能力填寫考核表報請獎勵。
十四、實習幹部之考核方式如下：
（一）實習總隊幹部：由總隊長指派總隊幕僚師長負責。
（二）實習中隊長及實習訓導：由任職中隊師長及實習總隊幹部負責。
（三）實習區隊長：由任職中隊師長及實習中隊長負責。
（四）實習班長：由任職中隊師長及實習區隊長負責。
（五）師長與實習幹部各佔考核成績50％。依任職期間表現情形實施考核，並報請獎
勵。

第八章

任務與權責

十五、自治幹部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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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治中隊幹部部分：
1、隊伍之指揮，集合秩序之維持。
2、轉達命令規定，督促同學貫徹執行。
3、公差勤務派遣，內務整理，環境整潔之維持。
4、落實執行「研究生中隊生活管理彙編」之規定。
5、自治區隊長及自治班長應輪值值星及相關督導勤務。
（二）教育班長部分
1、協助研究生中隊預備教育期間基本教練之操作。
2、協助研究生中隊預備教育期間相關隊務。
3、協助與反映預備教育期間新生意見及生活狀況，並慰問病患。
4、傳遞正面、正確的觀念及本校傳統精神。
十六、各級實習幹部於任職期間，除應善盡職責確實執行工作外，更應確實遵守生活規
範及本校校規，以為學生表率，其權責如下：
（一）一般權責
1.實習幹部除特殊情形外，不服差勤。
2.各級實習幹部執行職務時，全體學生應服從之。
3.學生無論何時何地對實習幹部應按其職務行適當之職務稱謂與禮節。
4.實習幹部執行職務發生錯誤時，學生可於事後陳述理由請求更正，不 得當場爭
辯；惟對於顯有不當且構成立即侵害之處理，得不予服從並立即報告隊職師長
請求仲裁。
5.實習幹部對於一般事項之執行與決定，應不違背學校規定與政策。
6.實習幹部不得以任何名義，對校外行文或逕洽公務，應循行政程序辦理。
7.實習幹部應就其所轄幹部及學生之優劣言行，列舉事實記載於實習幹部優劣言行
記錄表及考核表中，以提供師長輔導及作為定期考核之依據。
8.實習中隊幹部任職屆滿之後，應填寫實習幹部工作記錄；並移送所屬期隊參考存
檔。
（二）個別權責
1.實習總隊長權責：
（1）統理實習總隊各項事務並轉達貫徹師長命令。
（2）協助指揮督導考核各實習中隊幹部之工作執行。
（3）協助指導全總隊隊學生參加校內外活動。
（4）學生生活管理之策劃及社聯會工作之督導。
（5）代表學生接待外校學生參觀訪問活動。
（6）主持實習幹部各種會議。
（7）反映學生生活狀況及困難問題。
（8）督導考核實習總隊幹部工作事項。
（9）獎懲職權：
A.獎勵：優良言行之紀錄、口頭獎勵、加分及嘉獎以下之建議權。
B.懲罰：過失言行之紀錄、口頭糾正、扣分及申誡以下之建議權。
2.實習副總隊長權責：
（1）襄助實習總隊長綜理實習總隊全盤業、勤務。
（2）就所屬業、勤務之督導、推動事宜。
（3）兼任各項公務基金之執行秘書。
（4）兼服實習總隊各項督導勤務。
（5）風險管理業務之推動、督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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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依權責辦理及交辦事項。
（7）獎懲職權：比照實習總隊長。
3.實習督導權責：
（1）協調實習幹部與學生間之意見。
（2）協調社聯會籌劃推動校內外各項文康活動。
（3）各項專案活動之規劃督導事項。
（4）學生生活管理之規劃督導事項。
（5）學生勤務之規劃督導事項。
（6）校園環境打掃之規劃督導事項。
（7）其他臨時交辦事項之規劃督導事項。
（8）獎懲職權：比照實習總隊長。
4.實習中隊長權責：.
（1）督導學生遵守校規、服從命令。
（2）協助隊部指揮、掌握全隊學生參加活動。
（3）指揮督導所屬幹部執行職務。
（4）維持全隊學生紀律秩序與考核。
（5）主持隊週會並核轉學生建議。
（6）臨時事故之處理與報告。
（7）抽查學生內務、武器、裝備、服儀、勤務、環境清潔及其他事項。
（8）督導考核任職隊學生之優劣言行。
（9）督導考核實習中隊幹部工作事項。
（10）准駁四小時以內之榮譽假或已奉准之公假。
（11）獎懲職權：
A.獎勵：優良言行之紀錄、口頭獎勵、加分及嘉獎以下之建議權。
B.懲罰：過失言行之紀錄、口頭糾正、扣分及申誡以下之建議權。
5.教育班長權責：
（1）協助新生隊實施基本教練。
（2）協助新生隊處理隊務。
（3）協調與反映新生意見及生活狀況，並慰問病患。
（4）傳遞正面、正確的觀念及本校傳統精神。
6.實習訓導權責：
（1）協助訓導策劃與執行訓導活動。
（2）對病患學生之照顧。
（3）對學生生活、品德、才能、課業之認知、考核與輔導。
（4）協調實習幹部與學生意見。
（5）准駁四小時以內之榮譽假或已奉准之公假。
（6）獎懲職權，比照實習中隊長。
7.實習區隊長權責：
（1）輪值隊值星勤務。
（2）協助區隊長領導建制區隊學生參加活動。
（3）公差勤務之派遣與督導考核。
（4）主持區隊座談並核轉學生建議。
（5）臨時事故之處理與報告。
（6）督導考核建制區隊之幹部與學生。
（7）獎懲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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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獎勵：優良言行之紀錄、口頭獎勵及加分以下之建議權。
B.懲罰：過失言行之紀錄、口頭糾正及扣分以下之建議權。
8.實習班長權責：
（1）輪值值星勤務。
（2）領導全班學生參加活動。
（3）班公差勤務之派遣。
（4）領導該班學生整理內務及清潔環境。
（5）臨時事故之處理與報告。
（6）其他事項。
（7）獎懲職權：
A.獎勵：優良言行之紀錄、口頭獎勵及優蹟之建議權。
B.懲罰：過失言行之紀錄、口頭糾正及劣蹟之建議權。

第九章

獎 勵

十七、自治中隊幹部最高記功貳次，自治班長最高嘉獎貳次，教育班長最高記功貳次，
最低不予獎勵。
十八、實習幹部任期終了一週內，由任職期隊依實習幹部勤惰及能力等表現確實考核紀
錄，並填寫考核表報請獎勵，獎勵額度，實習總隊幹部最高記大功壹次，實習中
隊幹部最高記功貳次，教育班長記功貳次，實習班長嘉獎貳次，最低不予獎勵。

第十章

會 議

十九、自治幹部每週舉行會報一次，由自治中隊長召集，隊職師長列席指導，若遇有必
要時得臨時召集之。
二十、實習總隊長應出席總隊會報。因故無法參加時，應指派實習副總隊長或實習督導
以上幹部出席。
二十一、實習幹部檢討會及新舊任實習幹部交接於任期屆滿合併舉行。
二十二、實習總隊及各中隊實習幹部會議應每週舉行。

第十一章

附 則

二十三、自治幹部派任及實習幹部甄選完成後，應簽請校長發布校令並由隊職師長佈達
之。
二十四、自治幹部及實習幹部依規定行使職權，無明顯違失者，應予尊重。若於嗣後發
現與事實不符或不合宜處理者，應依學生相關申訴程序辦理。
二十五、各級實習幹部擔任值星勤務佩帶值星帶。實習總隊幹部、教育班長為藍白紅線，
實習中隊長為藍底雙白線，實習區隊長為藍底單白線，實習班長為全藍帶。
自治幹部準用前項規定。
二十六、實習幹部請假時，應向建制期隊辦理，並知會任職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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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實習幹部講習課程項目與綱要
課程名稱
實習幹部
應有之修為

課程目標
1、實習幹部基本理念之認
知。
2、實習幹部贏得信任與肯
定之積極作為。

薪 傳 -- 實 習 幹 1. 認識警大之歷史源流。
部歷史之遞嬗
2. 瞭解實習幹部之演進。
實習幹部之
角色與倫理

闡述實習幹部運作之角色
與倫理關係。

實習幹部的
服務理念

啟發實習幹部自主性學習
精神與服務動力，活出生命
之樂觀、自信與熱情。

儀態訓練與
指揮要領

訓練幹部熟悉指揮調度與
領導統御之法則。

實習幹部工作
能力之培養

力行實踐養成教育領導教
育之目標。

當一個有創意
的實習幹部

用心激勵思維創意，開發內
在智慧潛能。

領導風格與
溝通技巧

認知領導風格與提升溝通
技巧，俾利實習幹部之作
為。
協助推動執行總隊專案與
重點業務，俾利掌握時效與
效能。

專案計畫與
執行技巧

督導作為之
原則與技巧
理念衝突與
協商技巧

工作壓力與

藉由實習幹部之督導作
為，協助推動總隊之生活管
理，提高執行之效能。
掌握實習幹部職權之運用
與解決衝突之能力。

經由自我情緒管理，察覺內

課程摘要
1、養成教育之願景與價值觀。
2、學校教育之使命與目標。
3、警察幹部養成教育之作為。
4、實習幹部之核心價值。
1. 本校發展沿革。
2. 軍訓教育之演變。
3. 實習幹部制度之演進。
4. 實習幹部角色功能之變遷。
1. 角色與倫理之概念。
2. 角色與倫理之關係。
3. 角色與倫理之調和。
1. 體驗服務領導哲學。
2. 實習幹部之角色功能。
3. 實習幹部應具備之心態。
4. 實習幹部應有之服務認知。
1. 單兵基本教練。
2. 班基本教練。
3. 口令之下達與指揮之要領。
1. 培養專業領導能力。
2. 保持幹部工作熱忱。
3. 建立溝通協調管道。
1. 有創意之實習幹部。
2. 激發個人創意思維。
3. 實習幹部創意作法。
1. 領導風格對組織之影響。
2. 透過溝通凝聚團隊共識。
3. 塑造共同願景達成目標。
1. 幕僚業務重點之掌握。
2. 規劃執行能力之培養。
3. 文書作業能力之訓練。
4. 方案評估與預算執行。
1. 督導工作之概念與意涵。
2. 督導工作之本質與目的。
3. 督導工作之原則與技巧。
1. 透過互動機制，察覺溝通之障
礙與問題。
2. 藉由傾聽之實務操作技巧，達
到真誠互動與溝通。
3. 了解人際溝通之風格，促進圓
融之群我關係。
1. 壓力與情緒困擾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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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配當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情緒管理

實習幹部相關
法規與職權之
探討

實習職務經驗
分享與問題探
討

綜合座談與
受訓心得報告

在感受、情緒與壓力，進而 2. 認識情緒及情緒管理。
平衡自我，調整實習幹部之 3. 改變思維模式與調整心態，提
工作壓力。
升工作效率。
瞭 解 掌 握 職 權 與 法 規 之 精 1. 本 校 學 員 生 優 劣 言 行 加 減 分
神，俾利落實管理作為。
標準之認知與執行。
2. 落實實習幹部職權之意義。
3. 認 識 實 習 幹 部 執 行 率 之 意 義
與價值。
4. 學生申訴制度之意義與作法。
藉 由 分 組 討 論 進 行 經 驗 分 1. 權責瞭解與角色定位。
享，充分掌握執行之技巧， 2. 工作內容與流程掌握。
期能發揮幹部傳承之功能。 3. 領導要領與溝通技巧。
4. 公文製作與流程掌握。
5. 會議主持與程序掌握。
6. 同儕互動與生活管理。
藉由幹部心得之分享，掌握
1. 幹部心得分享。
實習幹部受訓狀態與期
2. 幹部建議事項。
許，俾利整合理念與未來改
3. 主席裁示辦理。
進之道。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授課課程除「儀態訓練與指揮要領」於室外籃球場規劃 2 小時之時程外，
其餘 14 堂課皆為 2 小時之室內課，講習課程合計 3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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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 年 度 第
學號

梯 次 實 習 幹 部 甄 選 評 分 表
姓名

系別

甄選類別
初審

合格□ 不合格□

項目

初審人員簽章

得分

說明

操行成績
學業成績

操 行 成 績 × 比重
1.分換算方式：
｛80+20×〔1－（名次/系人數）〕｝× 比重
2.總成績洽請教務處提供

軍訓成績

軍 訓 成 績 × 比重

體技成績

體 技 成 績 ×比重

經歷

隊部考評
指揮調度

1.得分換算方式：
｛80+20×（得分數/ 候選人中最高分數）｝×
比重
2、經歷得分數參照實習幹部經歷得分表
（如附件二）

隊部師長綜合考評×比重
儀態及指揮調度能力測驗成績 × 比重

能力測驗
口試

（考試官給分總合/考試官人數）× 比重

總分
備註

術科測驗及口試評分請以 70 分至 90 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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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生總隊學生實習幹部經歷得分對照表
項目

實習幹部

社聯會幹部

實習總隊長

總幹事

系學會幹部

公職幹部

集訓隊

其他

點數

35

實習副總隊長
副總幹事

職

畢編主委

30

畢旅主委

25

實習督導
教育班長
系主委
實習中隊長

正、副組長
系刊總編輯

實習訓導

跨校組織

副系主委

領導幹部

系（組）代表

實習區隊長

20

校集訓隊長

稱

畢編小組
畢旅小組
各股股長
外派實習班長

儀隊隊長
系學會幹部

社團社長

膳食稽查委員

15

園藝小組
救護小組
管樂團員
總隊網頁

別

中隊集訓隊長
實習班長

各股幹部

系刊編輯

10

維護小組
校集訓隊
儀隊

副系（組）

中隊公職

社團幹部
代表

附註

訓育委員

5

中隊集訓隊
幹部

除實習幹部欄外，其餘各欄經歷皆以學期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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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