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一定要知道的事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輔導學生)

第 21 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
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
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
過24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法(自我保護)

第 25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
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
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
解聘、停聘、不續聘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教師法已修法，第十四條如判定性侵成立；性騷擾或性霸凌
「情節重大」經性平會通過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決議即報教育
部審核。不須經過教評會三級三審。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報不輕忽)

第36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請導師們協助配合

• 從知悉”疑似”到通報，全校總共只有24小時，違反
者就須”依法”裁罰。

• 教育部一再重申：沒有可以不罰的法條，所以一定
會罰!

• 知悉請通報24小時校安專線
6158024或性平會分機#2145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導生輔導

導師們若需要了解或複習性平法，請參閱101學年度發放的光碟，或隨時聯繫性平會。

日間四技新生皆會收到如右圖的禮物，上面就有性平會的資訊，可請同學有需要時多利用。



生活輔導組



校門口待轉區-提醒說明
1.道南停車場已全面收費。
2.免費停車場移至北校區。
3.請注意北校區待轉動線安全。(紅燈勿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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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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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辦理時間：

日期：104年12月8日(二)
時間：14:00-17:00
地點：L0105圖資大禮堂
主辦：聯合報
協辦：學務處職發中心

「願景工程-為青年尋路論壇」-2015活動企劃
前進校園-活動規劃
參與人員：16-40歲高中職、大專
校院學生及就業青年。
主持人：王文華
活動內容：
青年發聲(三位）15分鐘分享
前輩分享(一位)15分鐘分享
世代相對論：現場進行Q&A
議題主軸：
青年就業、創業、志業的心路歷程
青年世代面對未來的競爭力
青年如何改變世界





•對象：學生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帶班聆聽

•對象：教師
•報名：校務資訊系統公告(限額)

職涯增能培訓手作工作坊-一場秋天的甜蜜邂逅

•對象：教師
•報名：工作聯繫單

職涯輔導講座研習營共計4場(如附件）

職發中心_職輔講座活動

講師：知名作家-柯景騰（九把刀） 講題：再一次戰鬥
日期：104年9月17日(四) 時間：14:00-16:00
註：若老師有意帶班聆聽本場次，請盡快聯繫職發中心-慧蓮，2147

敬邀

 認列導師輔導知能研習，進行簽到、簽退事宜
 依據簽到(退)時間，累積聽講時數1小時可得1場次研習分數

(依此類推)

職輔系列講座及就業力職涯知能研習營共計16場



職涯顧問訪談(轉型)
 目的：

 為協助學生及早了解自我特質、進行生涯規劃及增進就業能力，提供學生一對多職涯

發展規劃諮詢。

 內容：

1.提供費用，進行深化訪談。

2.訪談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送訪談資料及成果予職發中心核銷。

 資格：

1.申請對象：本校教師。

2.申請時間：104/09/07~104/09/30。
3.審核資格：

(1)畢業班導師。

(2)各系所就業輔導委員。

(3)各系所教師。

相關內容請洽：職發中心林慧蓮，分機2147



職發中心感謝各系所鈞長協助，99-103學年度技職再造計劃案已順利執行完
畢，104學年度起教育部已終止校外實習技職再造計劃案，轉由教務處辦理的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案。(由各系個別申請)

研發處
教師赴公民營

機構

教務處
業界專家協同

授課

職發中心
校外實習技職

再造

教務處_師生實務增能計畫案
1.實務課程發展申請

(第一階段_程序1-程序3)
2.師生實務增能申請

(第二階段_程序4-程序8)

99-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3學年度
程序1-3

104學年度
程序4-8

103學年度
程序1-3

國企系 國企系 休運系

休觀系 休觀系 企管系

兒家系 兒家系 金融系

行銷系 行銷系 動遊系

運管系 運管系 資工系

應外系 應外系



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

102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畢業生流向調查」(99學年
度入學)開始進行，自即日起開放至104年10月26日(日)止
1.調查方式：請各系委派教師帶領工讀生執行問卷調查(電
話、EMAIL)。
2.問卷寄送：

第一批發送：學務處職發中心，第二批發送：各系(所)。
3.目前系統尚在設定問卷題項，相關內容則採工作聯繫單
方式送至各系(所)說明。





新生健康檢查
●目的：了解學生健康狀況、防範校園傳染病

●日期：104.9.5(星期六)及104.9.6(星期日)上午10：00至下午04：00

●注意：1.費用580元 2.可進食，不需空腹

●地點：行政大樓禮堂

●檢查結果於「校務資訊系統-學務資訊管理-學生健康檢查管理」頁面查詢。

●未依規定完成：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住宿以「退宿」處分



新生健康資料線上填報

●目的：

1.了解學生特殊病史，進行追蹤輔導及關懷。

2.了解學生健康生活型態，規劃及提供健康促 進知能。

●填報期限：開學後1個月內完成。

●填報入徑：

「校務資訊系統→學務資訊管理→學生健康檢查管理」。



傳染病防治-登革熱

●南台灣登革熱疫情嚴峻，清除積水容器是預防病媒蚊孳生最有效方法。

●症狀: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或關節痛、 紅疹等，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

●請做好自身防蚊措施，穿著淺色長袖衣褲，使用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藥劑。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資本

多一聲叮嚀，少一分遺憾





諮商輔導

大一新生普測－健康、習慣、生活適應（HHL-S）量表施測
四技日間部新生普測：９／２１～９／２５（第三週）
其他學制班級：歡迎導師主動預約入班施測

導師業務：本學期辦理三場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1.HHL-S測驗結果運用於導生訪談。
2.學習障礙學生輔導與評量調整。
3.優良導師經驗分享

郭麗安教授專題演講-「大學生情感教育及其衍生議題輔導」
104.9.4(五)上午場：10:45～12:00、下午場：13:20～16:20



特殊需求學生輔導

104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人數：

272人（其中包含新生71人)

推動「特教推行種子老師」制
度，辦理2場特殊教育知能研
習

召募伴讀生及課後輔導小老師，
請導師們推薦負責、熱誠的學
生

召開ISP(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
請導師撥冗參加





活化社團能量，
提升社團活動力

深耕活動品質，精
進學生創新力

激發學生熱情，
營造校園感動力

連結校內外資源，
深化學生關懷力

推展國內外服務，
培養學生利他力



• 促進系學會.社團發展~社團嘉年華、菁英研習

• 補助系學會&社團辦理特色活動

• 三合一選舉～與系學會協力辦選舉

• 器材、場地等服務

系學會.社團
最佳支援

• 每年製作專屬會員貼心禮物

• 主動追蹤提醒會員領取禮物會員禮物

〈學生會〉為所有學生所做的努力~





‧開學第一週9/9(三)
‧於二宿前草坪
‧社團擺攤、表演
‧社團招募新血的最佳時機。

請老師鼓勵學生9/9參加「社團嘉年華」、加入社團



◎時間：104.10.17 (六) 11：00～16：00

◎地點：行政大樓前廣場

◎攤位主題：吃、喝、遊戲、義賣、文創品…皆可

賺班費、凝聚班級向心力的好機會

報名請見課指組、學生會網頁

◎時間：104.10.7 (三) 下午1：00～4：00

◎地點：行政大樓大禮堂

◎創意競賽主題：運動風校歌

◎每系大一新生共同參加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their wings.～

參與課外活動的學生
會比鷹飛得更高

而您
正是幫助學生飛得更高更遠的

翼下之風





結合專業‧實務應用

休觀系-泥火山生態標示服務 兒家系-幼兒園說故事服務

演藝系-鼓山國小-
船情哈瑪星表演流設系-美髮義剪服務

室設系-獨居長者住宅修繕服務



• 十八週課程中除專業
課程應有之內容外，
須至少有六小時以上
專業性校外服務

• 服務實作所需之交通費、
保險費、誤餐費、雜費、
教學助教工讀金等，由專
款勻支，核銷時須檢附相
關表單備案審核。

• 準備
• 服務
• 反思
• 慶賀

•結合系上特色
•結合系上專業
•結合服務理念

服務

結合

服務

階段

服務

實作
核銷

記憶口訣：3、4、6 → 3結、4階、6作

3結 4階

6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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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vs.一般正式課程的【3分】關係:
 § 多了一分『實踐』

 § 多了一分『統整』

 § 多了一分『反思』

服務學習vs.志願服務的【 2分】區別:
 § 多了一分『瞭解』

 § 多了一分『成長』

為鼓勵老師將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並獎勵老師辛勤投入，

榮獲優良服務學習課程之授課教師得列抵當學年度之一人一案



一切的開始皆不容易，

一切的過程皆需要您，

一切~若沒有您的一個『願意』的初衷，

一切不會有改變的開始與機會，

一切~等您與學生產生5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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