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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通告 

編號：1102-12 

111 年 5 月 10 日(二)發行 

生活輔導組 

智慧財產權

宣導 

一、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之權利，影印係重製方法 

之一，影印他人著作，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條規定之合

理使用情形外，應事先取得著作財產 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符合著作

權法的規定。 

二、大專校院學生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之影印， 

或化整為零之影印，這種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會構成著

作權之侵害行為，如遭權利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事之法律

責任，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以免觸法。 

110-2 服務學

習課程 

一、服務學習成績計算分為:環境整潔課程 65分、公益服務(6小時)30分、

反思回饋心得寫作 5分。 

二、服務學習課程缺曠課達 1/3 以上者，該堂服務學習課程需重修，服務

學習課程沒有期中考成績，於期末依成績計算方式登入成績；反思回

饋心得第 12、13 週填寫，服務學習護照(公益服務)第 14、15 週於課

堂繳交，逾期不受理。 

三、服務學習日間部暑修開班: 

  1.受理申請日期:111年 5月 18日(三)起至 111年 6月 2日(四)止。 

  2.申請服務學習暑修同學請洽學務處生輔組吳校安登記(07-6939522)。 

  3.服務學習暑修開班須滿 15 人以上(情況特殊者含畢業班得專案簽准，

但不得低於 10人)，請服務學習重修者踴躍報名。 

賃居調查與

訪視 

為配合學校疫調，請各班導師再次詳查賃居在外學生資料，110-2校外賃居 

第二次調查開放時間自 111年 05月 09日至 111年 05月 17日止，請各班 

協助導師至系統登錄學生賃居資料，俾利居隔時掌握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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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兵役 

一、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兵役徵集年次為 93年次(含之前 92、91、90、 

    89、………)，請導師協助班上同學辦理兵役緩徵。兵役調查表可至學 

    校網頁---學務處---生輔組----表單下載。自行列印填報。 

  1.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必須貼於調查表之上。 

  2.如有免役證明者，一併繳交證明影本。 

  3.已服兵役者，須繳交退伍令影本，並填寫兵役調查表，以利後續辦理 

    儘後召集。 

二、內政部 111年應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申請優先入營或延緩入營 

    相關規定，請至學務處最新消息網頁參閱。 

交通安全相

關政令宣導 

一、騎機車、腳踏車或步行者，請勿在大型車輛旁停等或轉彎，因內輪差

造成死角殊值注意。 
二、勿無照騎機車或搭乘無照駕車同學的機車，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並扣

好環帶。 
三、搭火車交安宣導：在車站及月台上,不要奔跑嬉鬧、候車時不要超越候

車線、不可以任意跨越軌道、不可以行走在軌道之上、搭車時,請讓車

上乘客先下車後再上車、車子還沒有停穩之前,請不要上下車、車子行

駛中,請不要倚靠在車門邊、車門故障時,請掛上車門旁邊的安全桿或鍊

條、除非有緊急狀況,否則請勿任意打開車門、車上對講機為緊急情況

使用、請勿在軌道上擺放或堆疊石頭。 

疫苗假 

請疫苗假必須到生活輔導組拿接種疫苗請假單，並附上黃卡影本，導師簽 

署後送至生活輔導組，勿上網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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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近期活動宣

導 
 

日 期 週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事 項 
參 加  
人 員 

5 月 11 日 三 12:50-14:30 
學職中

心 
職涯電影賞析：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全校教職員工

生 

5 月 11 日 三 12:50-14:30 
團諮教

室(二) 
桌遊好事多~來一

場友戲人生 
全校教職員工

生 

學生晤談輔

導紀錄線上

填寫方式 

「學生晤談輔導紀錄」已統合於校務行政系統。請導師登入校務行政系統

教師區，點選「學生個人資料查詢」，選擇班級之後，填寫全班學生之晤

談資料（字數 30-100 字）。校外實習班級無須填報。 

師生活動紀

錄表(紙本) 

提醒導師將本學期【師生活動紀錄表】紙本於 6/10 前繳交，請尚未繳交之 
導師擲回學輔中心，並請於紀錄表上簽名，謝謝您。校外實習班級無須填 
報。 

導師時間班

級活動紀錄

及初級預防

回報表填報 

一、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及初級預防回報表於線上填報，於每周學務通

告會有 QRCODE 及網址供導師填報。 
二、每周五中午 12 點會關閉系統進行統計分數。 
三、如送出後，發現填答部分有錯誤，請重新填答，無法修改已送出的回

報表。 
四、https://goo.gl/xK4i8F 
五、校外實習班級無須填報。 

https://goo.gl/xK4i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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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 大專 
校院就業職

能診斷 

1.110學年度UCAN系統開始施測。  

2.除了電腦可施測外，手機登入網址亦可進行施測。 

3.UCAN系統網址QRcord： 

4.UCAN系統各年級施測項目： 

[四技] 

一年級—職業興趣探索、職場共通職能 

三年級—職場專業職能 

[五專] 

一年級—職業興趣探索、職場共通職能 

三年級—職場共通職能、職場專業職能 

四年級—職場專業職能 

[七技] 

二年級—職業興趣探索 

   四年級—職場共通職能、職場專業職能 

學職中心駐

校輔導資源 

 



 第 5 頁，共 10 頁 

 
學務處通告 

編號：1102-12 

111 年 5 月 10 日(二)發行 

進修部導師

時間班級活

動紀錄及初

級預防回報

表填報 

一、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及初級預防回報表於線上填報，於每周學務通

告會有 QRCODE 及網址供導師填報。 
二、依據導師考核辦法規定：「每學期需至少上傳 4 份班會活動紀錄表。」 
三、如送出後，發現填答部分有錯誤，請重新填答，無法修改已送出的回

報表。 
四、https://goo.gl/xK4i8F 
五、校外實習班級無須填報。 

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宣

導事項 

1.請全校各單位、各系、各社團辦理活動時，應注意性別分際及言語、肢體

行為，切莫觸犯性別相關法規。 

2.疑似遭受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時，應立即向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通報。 

3.導師對於懷孕學生之關懷，請將懷孕學生相關資料通報學生輔導中心，

以利學生輔導中心協助及輔導。 

情感教育宣

導事項 

 
  

https://goo.gl/xK4i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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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金 
校外獎助學金詳細申請資料請至學務處學生專區校外獎助學金專區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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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暨衛生保健組 

學生意外慰

問金、車馬補

助申請 

一、110年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意外疾病慰問金申請如下:  

1.需打學校統編(88501417) 。 

2.最高金額 600 元。(單次意外傷病) 備註:如果該生是同時具有多

重單位的孩子，只能導師或該單位人員其中一人申請，無法同時

導師還有單位一起申請。 

3.需附上學生姓名、班級、學號、連絡電話、申請人姓名、連絡電

話、人事代碼。  

4.發票需請店家打上「明細」不然會計室不會認可就無法核銷。 

5.申請的禮品「不能」有電子產品、或「不符合」學生需求的商品。 

※如有學生生病、受傷、開刀、住院等，探望學生的禮品可以申請

補助。 

二、110年學年度第 2學期，傷病送醫申請如下:  

1.計程車者須附收費證明單(司機需簽名、搭車日期、地點、車號)  

2.車馬費補助:路竹 100 元、岡山 250 元、台南 300 元、高雄 500 

元  

3.附上學生姓名、班級、學號、連絡電話、傷病情形、醫院名稱、

申請人姓名、連絡電話、人事代碼。  

※老師、教官如有自行開車護送就醫來回者，回車油料補助費用如

下: 

來回:路竹 100 元、岡山 300 元、 台南 300 元、高雄 500 元 

歡迎老師和同學前來體育暨衛生保健組-衛保申請，補助金額有限如 

有收據請盡快至體育暨衛生保健組-衛保申請，統一學期末才會開始 

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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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寶」活動 

 

活動辦法: 

1.請同學在校園內發現積水容器清除倒掉(或是覺得這個地方下雨後

會積水)並拍照，累積滿 10張照片交給體衛組可以抽獎 1次。       

(學生限定) 

2.累積滿 30張可以記嘉獎一支。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5月 31日止。 

3.照片繳交處麻煩請掃 QR CODE加入群組建立相簿 

 

 

 

 

 

戒(禁)菸活

動標語競賽 

活動辦法於: 

1.111年 4月 25日至 111年 4月 29日繳交標語或圖畫呈現。 

(欲參加者，請至衛保組拿報名表) 

2.111 年 05 月 02 日-111 年 05 月 13 日知識大問答暨標語投票與頒獎。 

 票數最多的前三名，有精美禮品 。 

 參加投票者，有精美小禮物 

3.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衛保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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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百分

百指數愛注

意」活動即

將開始 

活動辦法於: 

一、活動日期：111年 5月 16日至 111年 5月 31日 

二、活動時間：每周一~五 上午 08:00-17:00。 

三、活動地點：綜合大樓 一樓中廊（保健中心旁）或體衛組。 

四、參加對象：全校學生。 

五、為提升學生對自我的健康重視，舉辦每周定時監測體重、BMI 及

血壓，讓學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態，並組隊監督彼此的健康

情形，為增加同學的活動參與度。 

六、三週內表現最突出且完成率最高的隊伍，整組可獲得精緻水果禮

盒一份。每次參加健康指數者均可領取一份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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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的認

識 

    常常聽到有人說：憂鬱症的患者會生病是因為個性不好、抗壓性

不夠、沒有吃過苦或是家庭教育出問題等等。但以目前醫學的觀點來

看，憂鬱症的病因不只侷限於心理或是社會層面。 

憂鬱症症狀: 

1. 情緒方面：鬱悶、悲哀、不快樂、缺乏興趣、煩躁、不安、易怒、 

焦慮、恐慌。 

2. 認知及思想方面：悲觀、無能、無助、無望、猶豫不決、記憶力減 

   退、注意力無法集中、沒有信心、自責、自殺意念、思考遲緩、罪  

   惡感及自我懲罰之妄想及幻覺。 

3. 生理方面：性慾降低、食慾增加或減少、體力降低、疲勞、失眠等。 

4. 行為方面：說話少、動作速度慢、僵呆或激躁、甚至有自殺的行為。 

5. 其他：酒精濫用。 

憂鬱症預防 

1. 足夠的休息及睡眠：每日保持 7-8 小時的睡眠，優質的睡眠可以

讓我們活力充沛，以最佳狀態迎接每天的挑戰。 

2. 多做運動：每星期至少運動三次，每次約三十分鐘，運動是減壓及

舒緩情緒最佳的方法，大量運動後大腦分泌令人開心愉快的腦內

啡，讓憂鬱症的病人大量運動後之效果等於服了一顆抗憂鬱藥物。 

3. 培養個人興趣及嗜好：留點時間給自己做喜歡的事，平衡生活及工   

作的壓力。 

4. 找人傾訴心中不悅：當遇到苦惱及困擾時，向你信任的人傾訴，將

心中的憂悶及時發泄出來，以免積壓成疾。 

5. 保持積極及愉快的情緒：從心理學的研究及發現，快樂能夠提升個

人的能力，令人流露自信，同時快樂可以令人視野開闊，對工作充

滿熱誠，令生存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