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處工作報告—
學務工作之精進

日 期：107年9月7日
報告人：顏世慧學務長

107-1期初導師會議



促進社會流動、協助弱勢就學措施



促進社會流動、協助弱勢就學措施



班級輔導

針對新生班及舊生班，分別規劃班級輔導，讓導師們在班會時間可充分運
用學務處資源。

生活達人篇：由生輔組針對交通、詐騙、賃居、春暉、ROTC、兵役等。
友善校園篇：由課服組、諮商中心、性平會、健促中心，對於單位屬性為學生

做宣導，其內容有「凝聚班級向心力、心理測驗施測、性平宣導、
挫折復原力講座、健康相關宣導。

掌握自我篇：由職發中心宣導UCAN、eP、及證照、實習等業務。

相關表單將於會後公告，並可逕自學務處協作平台或網站下載填寫



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



修訂優良導師甄選辦法評分標準

評量項目 日四技大一 日四技 其他學制
1.主任導師評量分數 10% 10% 15%

2.導生評量分數 45% 45% 45%

3.班級經營 12% 12% 12%

4.學生事務處評量分數-(1)～(5)加總 33% 33% 28%
(1)導師會議 (10%) (10%) (10%)
(2)導師輔知研習 (6%) (6%) (6%)
(3)操行、賃居或奬懲 (4%) (4%) (4%)
(4)導生訪談 (8%) (8%) (8%)

(5)學生歷程檔案及U-CAN職能檢測建置率 (5%) (5%) (0%)

5.日四技大一外加大學領航課程、服務領導教育 10% 0% 0%

6.鼓勵導師辦理班級活動，每場次加2分、至多5場 最高10分 最高10分 最高10分

總分 120 110 110

★107取消「在學率」的分數；以增加班級經營並鼓勵導師辦理班級活動為加分項目。

107 
學年度



新增評分項目說明

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12%
每學期辦理四次班會 並上傳「班會記
錄」至導師系統，每次3分。

•步驟：
•每月召開一次班會。
•導師於導師系統上傳「班會紀錄(含照
片)」，並勾選參與學生，即可同時完
成班會紀錄與學生歷程檔案之社會力。

鼓勵導師辦理班級活動

•班級活動：外加10%
為能使導師成績更具鑑別度，並呈現
導師班級經營多元化，鼓勵導師主動
舉辦各項班級活動，每場次加2分，至
多5場。

•步驟：
•安排班遊、各項學生活動或預約學務處
班級輔導活動。
•導師於導師系統上傳「班級活動紀錄(
含照片)」，並勾選參與學生，即可同
時完成班會紀錄與學生歷程檔案之社會
力。

學務處將提供更多元豐富之班級輔導活動，歡迎導師多加利用



延畢生導師改由主任導師指定

諮商中心將以「工作聯繫單」請各系(所)於107/9/19(三)前協助

回覆「延畢生指定導師」。

各系(所)「延畢生指定導師」，系統將以「戊班」來進行設定(大

學部：四戊、研究所：二戊)，以利發放導師費及相關輔導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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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12%。
每學期辦理四次班會 並上傳「班會活
動記錄」至學務資訊，每次3 分。

•步驟：
•每月召開一次班會。
•導師於學務資訊上傳「班會活動紀錄(
含照片)」，並勾選參與學生，即可同
時完成班會紀錄與學生歷程檔案之社
會力。

鼓勵導師辦理班級活動

•班級活動：外加10%。
•為能使導師成績更具鑑別度，並呈現導
師班級經營多元化，鼓勵導師主動舉辦
各項班級活動，每場次加2分，至多5場

•步驟：
•安排班遊、各項學生活動或預約學務
處班級輔導活動。

•導師於導師系統上傳「班級活動紀錄(
含照片)」，並勾選參與學生，即可同
時完成班會紀錄與學生歷程檔案之社
會力。

學務處提供更多元豐富之班級輔導活動，歡迎導師多加利用

新增評分項目說明



導師於學務資訊上傳「班會活動紀錄(含照片)」





延畢生導師改由主任導師指定

諮商中心將以「工作聯繫單」請各系(所)於107.9.19(三)前
協助回覆「延畢生指定導師」。

各系(所)「延畢生指定導師」，系統將以「戊班」來進行設
定(大學部：四戊、研究所：二戊)，以利發放導師費及相關
輔導之進行。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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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權益週等權益推廣活動
2.校園生活滿意度調查
3.全校師生自治組織與師長有約
4.學生意見反映管道

學生權益推廣

1、經費補助
2、器材借用
3、三合一選舉～與系學會協力辦選

舉

系學會、社團支援

1.社團嘉年華
2.校慶演唱會

3.聖誕點燈音樂晚會

校園特色活動

繳費會員服務

日間部學生會學生活動費都拿來做些甚麼事情呢？



學生活動費繳不繳到底差在哪？

1、校慶演唱會等專屬活動
2、專屬好禮
3、活動優先入場
4、活動摸彩

1、多采多姿校園生活
2、培養軟實力

個
人

校
園



學生會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園特色活動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1 社團嘉年華

9/2(三)
靜態招生攤位

15：00-21：00
動態成果展演

17：00-20：40

行政大樓前廣場

2 校慶演唱會
10/24(三)

18：30-21：00
暫定

行政大禮堂

3 聖誕點燈
音樂晚會

12/12(三)
18：00-21：00 行政大樓前廣場



老師可以如何
支持學生會呢？

「學生會」 需要您的支持！





它是什麼？
(1)學生在專業師資的帶領下，透過有計畫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的反
思過程，完成服務與學習雙管齊下的需求。

(2)透過服務經驗的反省，可以促進服務者的學習與發展，培養助人態度
與公民責任。也可透過服務學習與社區產生互惠，共同成長，進而達
到社會正義的價值。



課服組可以幫助老師



• 時 間：107.10.20 (六) 11：00～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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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見課服組網頁



跨域學習勵學金 (須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障生或身障人士子女/具原民生學雜費
減免資格/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以上其一資格學生)

🚩🚩貼心小提醒：學務處各單位的勵學金是可以一起申請的︕
例如：申請課服組的勵學金也可以同時申請原資中心的跨域學習勵學金喔︕

社團微學分，軟實力更加分。
選修「社團微學分」並達成課程條件

社團領導人，成為學生人上人。
擔任社團幹部並每月參與社團活動30小時

社團勵學金，生活免擔心。
審核通過每學期末核發3,000元勵學金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職輔講座活動

 對象：學生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
公告

 活動：講座、工作坊

職輔系列講座7場 就業力職涯
知能研習營

6場

 對象：學生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
公告

 活動：講座、工作坊

 對象：教師（限額）
 報名：線上校務活動
系統

 活動：講座、工作坊

教師增能
講座

4場

因經費有限，本學期
為有效控制經費，午
餐僅供事先完成線上
系統報名之教師。



畢業後一、三、五年動向調查

依教育部書函辦理畢業後一(101級)、三(103級)、五年(105級)

「畢業生流向調查」開始進行，預計9月1日-11月5日止開放調

查，敬請協助調查。

調查方式：請各系委派教師帶領工讀生執行問卷調查(電話、E-
mail)。
問卷寄送：第一批發送：學務處職發中心，第二批發送：各系
(所)。

調查說明：調查對象不包括境外學生（例如僑生、港澳生、外

國學生）、國立空中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軍警校院、學

校附設進修學院、附設專校、境外專班等。)



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



107學年度僑生外國學生共106人、陸生28人(統計至107.8.29)

107學年度僑外陸生新生介紹

系所名稱
企業管
理系

休閒遊
憩與運
動管理
系

休閒與
觀光管
理系

行銷管
理系

流通管
理系

會議展
覽與國
際行銷
學位學
程

金融管
理系

經營管
理研究
所

餐旅與
烘焙管
理系

國際企
業與貿
易系

僑生 1 4 2 1 1 2
外國學生 1 7 2 1 2 1 2 4
陸生 2 1 2 1



107學年度僑生外國學生共106人、陸生28人(統計至107.8.29)

107學年度僑外陸生新生介紹

系所名稱
應用外
語系

兒童與
家庭服
務系

社會工
作學士
學位學
程

僑生 2
外國學生 1 2
陸生 1

系所名稱
資訊工
程系

僑生 1
外國學生 1
陸生



107學年度僑生外國學生共106人、陸生28人(統計至107.8.29)

107學年度僑外陸生新生介紹

系所名稱
表演藝
術系

室內設
計系

流行設
計系

動畫與
遊戲設
計系

視覺傳
達設計
系

藝術管
理與藝
術經紀
系

生活產
品設計
系

應用設
計研究
所

僑生 19 1 8 8 8 1
外國學生 2 5 2 4 7 2 1
陸生 5 1 2 3 5 3 2

請導師們協助關心學生^_^



僑外陸生業務宣導



僑外陸生業務宣導



開學第三週後統一公告更換寢室服務，如需更換床位請注意校務
訊息及宿舍公告。

宿舍宣導

1

2

3

退宿申請作業程序─填寫退宿申請書至舍輔室辦理完成手續後，
送至住宿組。

中途要退宿者，一律沒收保證金。(不含休學/退學/畢業/校外實習
/交換生)



生活輔導組



• 就學貸款申請日期：
• 在校生：107年8月1日(三)至8月31日(五)止。
• 新 生：107年8月22日(三)至9月5日(三)止。
• 延畢生：加退選日至107年9月26日(三)止。

就學貸款

• 辦理時間：107年8月1日至9月25日止。
• 一學年申請一次，逾期未申請，下學期不得補申請（低收入戶免
費住宿者除外）。

弱勢助學

• 申辦期限：107年8月1日起至9月21日止。如未能於申辦期限內
繳交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者，視同申請程序未完成。

• 請留意教務處規定註冊繳費期限，提早申辦完成審核程序，或依
規定期限先行繳費，以免影響自身就學權益。

學雜費減免

生活輔導



ROTC招募宣導

招募對象：18-26歲，一、二、三年級男、女學生

基本考選條件：
1.身高：男性160至195公分、女性155至185公分
2.BMI：男性17至31、女性17至26
3.視力：最佳矯正視力達0.6以上，且配鏡總度數在600度以內

上課、受訓時間：每週六及寒暑假

招募時間：
體檢-第一梯即日起-107.11.9；第二梯即日起-108.4.12
報名-第一梯107.10.29-107.11.23；第二梯108.4.1-108.4.26

導師如有意進一步了解ROTC，歡迎來信或電洽生輔組張淑慧教官(分機2114)，可安
排ROTC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入班宣導。



ROTC招募宣導

項目 支給標準 備考

學費 全額補助 每學期發給
依繳費單據支付雜費 全額補助

書籍文具費 5,000 每學期發給

生活費 12,000 每月發給

★一、二年級儲訓團在訓生得參與甄選，於二或三年級寒假赴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就
讀一學期(每年1-6月)。

★儲訓團學生大學畢業並完成訓練者，初任少尉，每月待遇48,990元，服預備軍官
現役5年。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在學期間補助標準



ROTC招募宣導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招募宣導場次



智慧財產權

請教師協助提醒學生下列事項：
1.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
2.請勿非法影印
3.請勿非法下載任何有版權的影音檔案
另有關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
，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
=206960&ctNode=6987&mp=1

★重要提醒：
辦活動時請注意勿使用未經申請(台灣代理商與日
本總公司)授權的寶可夢之相關圖片影像，避免侵
權被告！

瘋扮皮卡丘校長帶頭侵權
（摘自學校網站）



毒品防制



毒品防制

一、告知學生各級毒品吸食、持有、販賣等相關法律責任。
二、積極關心學生個別狀況，瞭解其生活狀況、課業與行為並適時輔導。
三、積極參與特定人員查察技巧相關研習，正確辨識學生是否有藥物濫用。
四、協助查察特定人員，經常與家長聯繫、溝通與協調，視需要實施個案

尿篩作業。
五、參與春暉小組，提供訓輔人員必要協助與個案相關資訊。
六、協助藥物濫用學生或坦承曾經使用並請求治療者，成立春暉小組進行

專業輔導，通知家長共同參與。

發現學生藥物濫用我們可以做的事



菸害防制



菸害防制



校園安全

•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特
需注意室內空氣流通。

• 注意人身安全：夜間返回租屋處或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小
心有無不明人士跟蹤尾隨。

賃居安全

• 注意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
• 注意工作場合的危安因素，包括人(老闆、同事之品德操守)、事(工作性質
與內容是否正當)、時(工作時數與時段)、地(工作地點及使用器械)等。

工讀安全

• 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
• 不可酒後開車或騎機車。
• 行車注意交通規則。
• 參加活動不要熬夜及長途駕車。

交通安全



校園安全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健康促進中心



新生健康檢查

●目的：1.了解學生健康狀況
2.防範校園傳染病

●日期及地點：
107/9/6(星期四)08：30~16：00行政大樓禮堂
107/9/8(星期六)12：00~16：00設計大樓一樓

●注意：1.費用580元
2.可進食，不需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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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健康檢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106年為年齡
符合40歲以上者受檢，106年尚未完檢者
，可於新生到校健檢期程107.09.06(四)及
09.08(六)完成。

●每學期以校務資訊系統稽催尚未完檢者。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服務：
每月1次到校進行健康講座及健康諮詢服務，部分講座
活動認列導師輔導知能場次。
辛苦為學生付出之餘，也要重視自己的健康

培育傑出優秀的人才，為社稷造福 !



學生團體保險

107學年度承保保險公司：三商美邦人壽
●保障內容：

1.身故、殘廢
2.醫療：意外傷害住院、意外傷害門診、

疾病住院
●保障對象：具本校學籍並繳交保險費(375元/學期)
●理賠申請期限：自事故發生起2年內。
●特定意外身故理賠：申請校外參觀教學， 請檢附參加學生名單。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資本
多一聲叮嚀，少一分遺憾



傳染病防治-登革熱、茲卡

●清除積水容器是預防病媒蚊孳生
最有效方法。

●阻絕境外移入，自疫區來(返)台
5日內，主動至轄區衛生所採檢
血液，贈予250元禮劵，確診者
獲主動通報獎金2,500元。

●有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本校
鄰近快篩醫療院所為燕巢衛生所
、義大醫院、健仁醫院)，抽血後

30分鐘即可得知快篩結果。



傳染病防治-肺結核

超過5分
請儘快就醫！



傳染病防治-其他校園常見類型

• 高傳染性疾病，好發於冬季及早春。

• 主要經由皮膚直接接觸、飛沫或空氣傳染。水痘

• 冬季為活躍季節，群聚事件常透過糞口途徑傳染。
• 應在家休息至嘔吐或腹瀉等症狀解除至少48小時後，再恢復上學
或工作。

諾羅病毒

• 雖然一年四季均有病例發生，但仍以秋、冬季較容易發生流行，
流行高峰期多自12月至隔年1、2月份進入高峰。流感



本校特約醫療院所

詳細優惠內容請見學務處健促中心網頁「特約醫療院所」
http://health.sao.stu.edu.tw/about/super_pages.php?ID=intro6

科別 醫療院所
綜合科 高雄榮民總醫院、健仁醫院
眼科 謝燕輝眼科診所、元新眼科
身心科 希望心靈診所、佳璋診所、柯瑋恭診所、心欣診所
家醫科 健康家庭醫學診所
健康檢查 佑康健診中心
泌尿科 杏美診所
內外兒科 家恩診所
牙科 正昇牙醫、尚毅牙醫、快樂牙醫、祥和牙醫
家醫科 詠春堂中醫、德民中醫、德盛中醫、德杏中醫、德美中醫



107-1健康促進活動

●9/3「健康919」~CPR+AED急救教育訓練
●9/10~9/12運動與急救教育訓練
●9/19、20及12/19、20愛心捐血活動
●10/17、11/14、12/5、108/1/2身體組成分析儀檢測
●9/20大陸研習生健康檢查暨新生補檢
●11/1新生健康檢查異常項目複檢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資本
多一聲叮嚀，少一分遺憾



校園AED位置圖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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