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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生輔組期末業務報告 

1. 請各位導師操行成績考核後，將操行成績條、班級幹部獎勵表於 108 年 12 月 20

日 17:00 前逕送生輔組、以利作業，未照規定時間繳回之班級視同放棄，影響學

生權益請自行負責，本組將不再另行知會，敬請各系科主任、導師配合。 

2. 如有需要替學生申請公假或獎勵，請於 108 年 12 月 20 前將申請表單送至生輔

組，以利後續作業。 

3. 本學期請假手續、誤記申請辦理至 108 年 12 月 27 日，請各導師、任課教師於

108 年 12 月 30 日中午 12:00 前上網審核。如學生於請假、誤記時限後，因故需

辦理 108 年 12 月 27 日至 109 年 1 月 10 日期間之請假、誤記，請持證明至生輔

組辦理。 

4. 請各導師協助輔導曠課過多之學生，如為忘記辦理請假手續，亦請同學盡速辦

理。（導師可由校務行政系統查詢各學生缺曠情形）如班上有異常缺曠需偕同

輔導的學生，請至學務處網頁填寫表單，生輔組將盡速協助處理。亦請導師協

助提醒學生如因故無法到課，務必辦理請假手續。如不清楚如何辦理請假手續

可參考學生請假教學或至生輔組尋求協助。 

5. 因已無逾期補請假之作業，請導師務必督促班上須請假之同學於 12/27 前完成申

請。 

6. 各班學生缺曠專科部(七技、五專一至三年級)達 23 節及大學部(含五專及七技

四、五年級)達 45 節、操行不及格者、定察生操行不及格者或定察期間再受小過

以上處分者，無特殊原因，將提期末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 

7. 各系所於新學期開始，各年級之學程規劃中，如有出國實習的學生，請提早向生

輔組通報及檢送相關實習資料(實習合約書)，俾利辨理在學役男出國相關申請事

宜。 

8. 請各導師協助宣導學生兵役申辦緩徵，已經上網登載申請者，尚需至生輔組找葉

先生申辦學生緩徵，以茲證明，方完備緩徵申請程序。 

9. 寒假宿舍離舍時間為 109 年 1 月 13 日 16:00 前離舍完畢。 

10.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宿舍開舍時間為 109 年 2 月 14 日 09:00。 

 

 

 



 2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體育暨衛保組期末業務報告： 

一、 健康維護： 

（一） 辦理 108 學年度學生與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學生部部份到檢率為 89.5% 

。依據學生健康狀況為需求，邀請特約醫院辦理「氣喘」、「視力保健」、「癲

癇」、「癌症」四個單元專題講座。 

（二） 教職員健康檢查部份，共有 129 人參加體檢。BMI 值過高者達(＞24)為 63%、

總膽固醇過高者(＞220)達 50%。衛保組將於下學期辦理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歡

迎師生踴躍參加。 

（三）護送在校學生就醫車資補助經費申請程序： 

1、適用時機：符合本校就醫條件，及時就醫診治時。  

2、車馬油料補助標準：路竹 100 元、台南 300 元、高雄 500 元。 

3、請至衛保組填寫傷病就醫登記表，待學期結束時統一請款。 

二、學生平安保險：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承保單位為中國人壽，保單內容公佈

於衛保組網頁中。本學期至 12 月 10 日止學保理賠件數為 39 件，以車禍(54%)

與其他意外( 26%)的理賠的比例最高。 

三、辦理流感疫苗接種業務： 

    12 月 17 日上午 09:00-12:00，訂於綜合教學大樓中庭舉辦流感疫苗接種。 

四、學務計畫執行： 

本學期學務計畫活動包括傳染病防治、CPR 急救訓練、健康管理說明會、廢棄

物再利用體驗營、餐飲滿意度調查、環保創意設計競賽、與專科醫師有約等活動，

在此感謝各位導師協助，使本學期活動順利推動。 

五、本校教育部列入 108 年度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愛滋病防治推廣優良學 

    校。 

108 年 11 月份【世界愛滋病防治宣導成果發表會】 

108 年 12 月份【愛滋病防宣導路跑活動】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報告（體衛組）： 

一、108-2 選修體育課須知 

    目的：補修不及格的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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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108-2 進階體適能 

    上課時間：星期三第 3-4 節 

    選課方法：網路選課 

二、108-2 必修體育課須知 

（一）四技一年級體育課須上網選課(球類)。 

（二）五專及七技一、四年級體育課合班上課，由體育組安排課程。 

（三）第一週體育課全體學生於體育館集合。 

三、108 學年度學生體適能檢測 10 月 7-18 日檢測完畢。預計於 109 年 3 月 31 

    日前傳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四、108 學年度迎新盃球類比賽成績： 

（一）排球：第一名流設系、第二名餐飲系、第三名室設系。 

（二）羽球：尚未完成比賽。 

（三）桌球：尚未完成比賽。 

五、恭喜本校蘇睦敦老師、李俊達老師、吳宗靜老師及退休教師顏福來老師、黃 

    崑明老師、林連池老師代表本校參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8 年度教職員工保 

    齡球錦標賽榮獲長青組團體賽第一名。另外蘇睦敦老師榮獲長青組盟主賽第 

    二名、蘇睦敦老師及李俊達老師榮獲長青組雙人賽第三名。 

六、水域安全教育講座:讓學生了解水域安全的重要性，於 10 月 22 日下午 

    13:00-17:00 於數位教學大樓階梯教室(三)舉辦水域安全教育講座。參與人 

    數約 150 名學生。 

七、一甲國小指導健康運動:為鼓勵學生積極參與各項社區活動，於 11 月 30 日，  

    08:00-12:00 辦理一甲國小辦理社區關懷活動。參與人數約 300 名學生。 

八、辦理住宿生生活關懷活動:為了營造友善校園促進住宿生合諧關係，於 11 月 

    30 日下午 17:00-20:00 於本校體育館舉辦卡拉 OK 季闖關遊戲。參與人數約  

    200 名學生。 

九、2019 活力東方-健康樂活路跑活動:為了促進及維護健康，提升健康體適能 

    及生活品質，於 12 月 4 日下午 13:00-17:00 於本校辦理全校路跑活動。參 

    與人數約400-450名，感謝全體教職員工生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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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年度第1學期學輔暨職涯中心期末業務報告: 
 
一、 敬請四技（一、三年級）、五專（一、三、四年級）以及七技（二、四、六

年級）各班導師協助督促班上學生上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進行施

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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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學生之晤談資料（字

數30-100字）。本學期之晤談資料請於108/12/27前填寫完畢。 

三、 請導師於108/12/27前繳交「師生活動紀錄表」之紙本至學輔中心，請於紀錄

表上簽名。 

四、 寒假家庭關懷聯絡紀錄，請全校各班導師協助連絡關懷學生，並將內容紀錄

於「學生家庭關懷聯繫紀錄」表格中，於2月17日前E-MAIL給學輔中心及系辦

列印出來擲交學輔中心。 

五、 相關表格可至「學務處→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導師業務→

相關表單」下載。 

六、 敬請各位導師與系主任多多關懷學生，並不斷提醒學生能多愛護生命、珍惜

生命，注意交通安全及工作場所安全。 

七、 如發生情感糾紛或感情受挫，可向教官及學輔中心請求協助。如情感糾紛事

件涉及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凌，請逕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請調查。 

八、 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錄及初級預防回報表填報SOP 

1.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錄及初級預防回報表改由線上填報，於每周學務通告會

有 QRCODE 及網址供導師填報。 

     2.每周五中午 12 點會關閉系統進行統計分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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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ttps://goo.gl/xK4i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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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指組期末業務報告： 

1. 本組舉辦各項活動，公告於學務通告或學務處公佈欄，敬請踴躍參加。 

2. 校內、外獎學金於申請期間內公告於學務通告中 

校內、外獎學金請至（學校網頁→學務處→學生專區→校內、外獎學金專區中）

查詢。 

 

3. 有辦理就學貸款同學請於109年 01月 15日至 02月 27日止前至台銀完成貸款手

續，並於 109 年 03 月 05 日以前將以下資料繳交至課指組。  

首次辦理：(1)臺灣銀行撥款通知書第二聯 (2)繳費單 (3)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

本。 

續辦辦理：(1)臺灣銀行撥款通知書第二聯 (2)繳費單  

4. 申請墊支生活費-辦理期間為:自 109 年 01 月 15 日至 03 月 05 日止。 

（1）當學期銀行對保單影本 

（2）當學期繳費單影本 

（3）低收（中低）入戶證明影本 

（4）學生證影本（需蓋當學期註冊章） 

   （5）墊支生活費申請書 

5. 有以下身份的同學，要辦理學雜費減免請於109年 03月 05日以前來課指組辦理。 

(1)軍公教遺族子女  (2) 軍公教遺族子女撫卹期滿 (3)現役軍人子女 

(4)原住民學生      (5) 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6)身心障礙學生 

(7)特殊境遇家庭之子女或孫子女 

(8)中低收入戶學生、低收入戶學生(須具有區公所開具之證明書) 

6. 具有低收入戶資格的同學可申請學產低收入戶助學金，不包含五專前三年。 

申請期限: 依教育部函文公告時間另行公佈。 

 

7. 原住民獎學金補助申請，每學年皆於該學期之學期初提出申請 

(1) 具有原住民身分同學可申請 

(2) 108 學年第 1 學期成績達總平均達 60 分以上。 

(3) 申請書上原住民委員會網站填寫(http://cip.fju.edu.tw/cip/) 。 

(4) 繳交資料：①申請書 ②戶籍謄本③學生印章 1 顆④上學期成績單(成績須達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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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五專前三年、研究生及碩士生不得辦理申請 

申請期限: 依原民會函文公告時間另行公佈 

 

申請書請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索取。                                

繳交資料：（1）申請書      （2）低收入戶證明書 

（3）戶口名簿影本（4）學生印章1顆 

（5）上學期成績單(成績須達60分，新生免交成績單) 

 

8. 各項減免補助、就學貸款、獎助學金之申請 

    如有疑問歡迎向課外活動組查詢 TEL : 07-6939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