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處通告 
編號：1081-1-16 

108 年 12 月 25 日發行 

生活輔導組 

寒假聯繫單 請全校各班班長或派一名幹部 12/31(二)前至生輔組領取該班寒假聯繫單。 

期末學生操行 

請假、獎勵 

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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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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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請假手續辦理至 12/27，請各導師於 12/30 中午 12:00前上網審核學生請假。如學生請假

時限後，因故需辦理 108年 12月 28日至 109年 1月 10日期間之請假，請檢附證明並至生輔組辦理。 

3. 因本學期起已無逾期補請假之作業，須請假之同學請於本學期請假截止日前線上完成申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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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學生公假

誤記及獎懲 

須知 

1. 各位師長如有需要替學生申請公假或獎勵，請於 12/20 前將申請表單送至生輔組，以利後續作業。 

2. 本學期誤記申請於 12/27 截止申請，請同學盡速至校務行政系統確認是否有需申請。亦請有授課

之鈞長、教師於 108年 12月 30 日中午 12:00 前上網審核學生誤記申請。如於誤記申請截止日後，

欲辦理 108年 12月 28 日至 109年 1月 10日期間之誤記申請，請任課教師開立之證明並請學生至生

輔組辦理。 

學生請假皆於

網路申請 

學生請假皆於網路申請，請假流程可參閱下方注意事項或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設有教學影片。 

注意事項： 

 兩天以內：填入請假相關資訊完成後->草稿預覽->送至生輔組->完成(不須列印紙本，惟請留意

導師是否審核請假)。 

 三天以上：填入請假相關資訊完成後->草稿預覽->送至生輔組->正式列印->檢附佐證並送交相

關單位簽章->生輔組(學務組)處理->完成。 

 申請結果：「草稿預覽」表示該申請單尚未送出，仍存放於申請人系統中；「審核中」表示該

申請單導師尚在審核；「已審核」表示該申請單已通過審核，生輔組(學務組)已處理，學生可

上網查看。 

學生缺曠輔導

記錄 

學生缺曠輔導記錄請導師逕行至線上填報(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設有教學影片)。 

http://dep.tf.edu.tw/osa_li_gb
http://dep.tf.edu.tw/osa_li_gb


學生參與校外

競賽之敘獎 

學生參與校外競賽獲獎之敘獎，請檢附： 獎狀影本(需蓋與正本無誤及系主任章)、 參賽簡章、參賽隊

伍佐證(如秩序冊、獲獎公布資訊等)。 

學生參與校外競賽之敘獎（未獲獎），請檢附參賽佐證資料。 

智財權宣導 
【請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規定詳細說明可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53029&ctNode=6987&mp=1 
 

交通車申請 專車辦理:教官室，辦理時間:08:00-12:00。專車學校洽詢專線:07-6939522/07-6939535 

兵役調查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兵役徵集年次為 90 年次(含之前 89、88、87、8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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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行政服務 → 學務處 → 生活輔導組 → 法規與表

單 → 生活輔導組表單下載 → 兵役調查表 → 自行下載。列印填報，繳交至生活輔導組以利陳報。事

關學生個人權益，請同學務必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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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學生校外

租屋補助申請 

一、申請對象： 

1、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學生。(校內住宿、延修除外)。 

2、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讀同級學位。 

3、已請領其他與本計畫性質相當之住宿補貼，或已在他校請領校外住宿租金補貼者，不得重複申請。 

4、學生不得向直系親屬承租住宅，該住宅所有權人亦不得為學生之直系親屬(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養

父母或祖父母)。 

二、補助金額：補貼期間，上學期為 8 月至隔年 1 月、下學期為 2 月至 7 月，每學期以補助 6 個月

為原則。 

學生租賃地 

所在縣市 

每人每月 

補貼金額 

租 賃 地 

所在縣市 

每人每月 

補貼金額 

臺南市 1,350 元 高雄市 1,450 元 

三、申請文件：應備妥申請書(生輔組提供)、租賃契約影本、建物登記第二類(請房東申請)謄本等文件，

每學期向生輔組提出申請，生輔組承辦人邱俊明先生(6939528)。 

四、申請時限；依學校所定作業期程辦理，上學期於 10 月 9 日前/下學期於 3 月 13 日前，向學校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校外工讀 

注意事項 

為關懷青年學子於寒假期間工讀安全，請查閱學校網站-校園公告「在學青年校外工讀注意事項」 。 

生活榮譽競賽 

第 15 週生活榮譽競賽優勝班級，請班導師指派領獎人至生輔組領取獎勵： 

甲組：第一名五專影一 A、第二名五專影三 A、第三名五專玩一 A。 

乙組：第一名五專流四 A、第二名五專玩五 A。 

丙組：第一名七技美三Ａ、第二名七技美五Ａ。     

未領取生活榮譽競賽優勝獎勵班級，請班導師速指派領獎人至生輔組領取獎勵： 

第四週：五專動一 A、五專玩五 A、五專玩三 A。 

第五週：五專動三 A、五專玩四 A。 

第七週：七技美一 A，五專玩三 A。 

第八週：五專流四 A、五五專室一 A。 

第 11 週：五專動二 A、五專動一 A、五專室一 A、五專流四 A。 

第 12 週：五專動二 A、五專流四 A、五專室一 A、五專動四Ａ。 

第 13 週：五專動二 A、五專流四 A、五專流三 A、四技觀二Ａ、七技美三Ａ。 

第 14 週：五專動二 A、五專玩二 A、五專玩四 A、五專室一 A。 

 

 

 

 

 

 

 



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UCAN大專校院 

就業職能診斷 

1.UCAN系統網址QRcor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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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述班級請儘速完成施測，若有問題，請洽學輔暨職涯中心黃勇達社工師。 

4.除了電腦可施測外，手機登入網址亦可進行施測。 

導師時間班級

活動紀錄及初

級預防回報表

填報 SOP 

一、106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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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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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xK4i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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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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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組 

108-2 

學雜費減免 
一. 辦理期間為：自期末拿到繳費單後至 3/5 截止，逾期不受理。 

108-2 

就學貸款 
一. 辦理期間為：自 1/15 至 2/27 截止，逾期不受理。 

二. 銀行撥款通知書第二聯繳回 3/5 截止。 

108-2 

申請墊支 

生活費 

一. 辦理期間為：自 1/15 至 3/5 截止，逾期不受理。 

ETN看影片 

有獎徵答 

活動辦法 

一.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12/27(五)18:00止 

二.詳情搜尋活動網站 https://act.twse.com.tw/ETN2019/ 

第 22 屆 

臺北文學獎 

徵文活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2/31 止 

二.詳情搜尋活動網站 http://literature.award.taipei/22th 



「遊戲童年」 

繪本創作徵件

比賽 

一.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10 止 

二.詳情搜尋活動網站 https://library.au.edu.tw/p/16-1007-7297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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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暨衛生保健組 

 

活動訊息 

LINE 群組 

各位同學你如果想要掌握第一手熱騰騰的消息，有吃又有得玩，歡迎加入衛保組活動訊息 LINE 群組。

方式:掃以下 QR CODE 

 

 

 

 

 

 

衛保義工招募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團隊 

福利：每學期記小功一支、不定時的點心享用、服務志工時數證書 

注意事項：符合小功條件為每學期至少參加 2次義工輔訓及重大活動支援 

          (上學期為：路跑活動救護支援和社區健康倡導活動) 

          (下學期為：校慶和健康操比賽救護支援) 

 

 

學生麻疹、 

德國麻疹防治

衛生教育宣導 

 

 

一、依據國內外研究，接種「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疫苗)」所獲得的免疫力可能隨時

間衰退，而大學生距離最近 1 劑公費 MMR 疫苗接種時間已近 15年，部分的人可能已對麻疹及德國麻疹不

具免疫力，由於近年國際麻疹及德國麻疹疫情嚴峻，且病毒容易經由頻繁的國際交流傳入國內，對於社

交頻繁的大學生來說，無論有無出國皆有感染風險。 

二、為提升青年族群免疫力，進而防堵麻疹、德國麻疹病毒自國外入侵及於國內傳播，衛生福利部傳染

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建議應積極宣導大學生預防觀念，同時提醒可自費檢驗抗體，如任何一

項為陰性，建議接種 MMR疫苗。 

三、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

紹／麻疹／宣導素材／單張及其他」項下查詢及下載。 



2019-2020 

綠色微革命 

-跨年任務 

ACTION 

*活動目標 

1.預計招募 150 位青年志工參與本次服務，共同於跨年夜協助環保宣導與市容清潔，總累計服務時數約

1,200 小時。 

2.透過快閃創意活動與青年志工身體力行協助號召至少 300 位民眾響應，並進行宣導以傳達「垃圾不落

地」核心理念，同時協助環境清潔與分類。→為揮灑年輕人熱血青春、投入公益活動的最佳舞台 

3.拍攝「2020 環保心祝福」-現場透過志工拿出手機、相機進行影音紀錄，預計與 3,000 位民眾互動，

後製成影片並於隔年公開播出。→呼應 2020 年揪團響應環保，共創綠色跨年願景 

*行前培訓時間(若為團體報名者-學校社團，則可另外約時段直接在貴校辦理) 

(一)個人報名 

→(個人報名服務的志工夥伴，每人請至少選擇參加其中一梯參與培訓)： 

12/21(六)第一梯志工培訓說明會 1400-1630 

12/22(日)第二梯志工培訓說明會 1400-1630 

●培訓地點：十大傑出青年基金會(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 號 6 樓) 

(二)團體報名 

→(可約時段由工作人員直接至貴單位進行志工培訓說明)： 

請在附件報名表或線上表單填寫「學校社團名」、「報名人數」 

、「選擇培訓時段、地點」，將有專人後續與貴團體聯繫。 

https://reurl.cc/K6dGzj 

*跨年夜(12/31 週二)當日集合地點 

台北市政府南區門口→近捷運市政府站 

(詳細集合資訊將於培訓時通知) 

*服務時間 

108/12/31(二) 17:00–109/1/1(三) 01：30 

●集合時間 108/12/31(一)17:00 報到(第一梯)、21:00 報到(第二梯) 

●服務時間分為兩階段(歡迎全程參與)── 

第一梯：108 年 12 月 31 日 17：00~22：00 

第二梯：108 年 12 月 31 日 21：00~109 年 1 月 1 日 01：30 

*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至 108/12/27(五)2400 截止報名 1. 網路線上報名：歡迎個人、學校社團揪團

報名： https://reurl.cc/YlV8rx 

健康週報 主題:【戒菸沒這麼難！4招簡單戒菸】請至學校網站->學務處->衛保組->服務項目->健康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