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處通告 
編號：1081-1-18 

109 年 1 月 8 日發行 

生活輔導組 

108-2 

服務學習(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2/24(一)開始上課。依選課時間到課，上課地點：司令台中廊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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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家庭關懷聯繫

紀錄 

寒假家庭關懷聯繫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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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前 E-MAIL 給學輔中心 yaling@mail.tf.edu.tw 及系辦，系辦列印紙本經系主任核章

後擲交學輔中心。 

UCAN大專校院 

就業職能診斷 

一、UCAN系統網址QRcord：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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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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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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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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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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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導師對於懷孕學生之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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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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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前填寫完畢。 

實習技能檢定中心 

公告事項 

1.108 學年度第 2學期證照獎學金將於 109/2/1(日)上午 8:00 開放申請至 109/2/29(六)下午 6:00 止。  

  受理証照取得日期為 108/8/1至 109/1/31 止。證照申請平台已換至新系統網址 http://skill.tf.edu.tw/ 

  或由研發處首頁連結登入。登入帳號為學生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後四碼。 

2. 109年第1梯次即測即評及發證，將於109年1月13日(一)至109年1月22日(三)接受報名，本校校外實習

暨技能檢定中心有販售簡章。 

  報名地點：推進大樓1樓-實習檢定中心(大門口第一間辦公室)  

  測試日程：學術科開考起始日109年3月7日起。 

  學術科測試報名費如下表： 

職類代號 職類名稱 全測 免術 

1180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  2,080元 

＄340 元 

12000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 ＄  2,370元 

02800 工業電子(丙級) ＄  1,870元 

07705 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級) ＄  1,915元 

07721 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  1,915元 

11800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  1,030元 

12000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  1,570元 

19103 
印前製程- 

圖文組版 PC(丙級) 
＄  1,8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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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kill.tf.edu.tw/


108-2 

就學貸款 

一. 因彙整單位疏忽，下學期註冊單未做就學貸款預扣。請同學欲辦理就學貸款時，務必事先到課指組

換單，以免貸錯金額，無法完成手續。 

二. 辦理期間為：自 1/15 至 2/27 截止，逾期不受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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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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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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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帶違規肉品

入境裁罰基準 

因將屆寒假及春節國內外旅遊、學術交流及境外生返鄉密集期間，為防範非洲豬瘟疫情發生，請向教職

員工生(含境外生、留遊學生)或其家長等，宣導非洲豬瘟防疫及裁罰資訊，請查照。 

一、依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本(108)年 12月 13日發布之新聞稿說明，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

周報指出，印尼農業部於本年 12 月 12日宣布該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印尼是亞洲地區繼中國大陸（含

香港、澳門）、蒙古、越南、柬埔寨、北韓、寮國、緬甸、菲律賓、韓國及東帝汶後第 11個發生非洲豬

瘟疫情的國家。鑑於鄰近亞洲地區非洲豬瘟疫情延燒，須提升全民防疫意識，以共同防堵非洲豬瘟疫情

於境外。 

二、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5條之 1規定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7 年 12月 18

日公告的裁罰基準(如附件)，旅客自近 3年發生非洲豬瘟國家違規攜帶豬肉產品入境未申報檢疫者第 1

次處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第 2 次處 100萬元以下罰鍰，外籍人士不具居留證，第 1次受罰 20萬

元罰鍰且未能立即繳清者，拒絕其入境。 

登革熱及茲卡

病毒等蚊媒病

相關防疫措施 

寒假將至，請務必持續落實登革熱及茲卡病毒等蚊媒病相關防疫措施，並請積極配合地方政府防治工作，

以保障教職員工生及社區民眾之健康，請查照。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國際疫情監測資料顯示，東南亞、南亞、中南美洲暨加

勒比海地區等蚊媒傳染病流行地區，持續有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等相關病例發生，且國內

疫情風險仍然持續，爰請於寒假期間切實辦理以下防疫措施： 

(一)請督導所屬持續落實權管房舍、空地、空屋及設備設施之環境管理，每週定期巡檢，雨後、曾發現

陽性孳生源之熱點，以及校園內工程施工之場所，請加強派員巡查，以及清除病媒蚊孳生源，以免疫情

發生。 

(二)加強來（返）臺教職員工生健康管理及衛教宣導： 

１、請掌握自流行地區來（返）臺教職員工生之人數、名冊與健康狀況，尤其加強外籍師生健康關懷，

並提醒其於入境後應自主健康監測 14天，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時，

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若發生確診病例，應落實校安通報作業，以利掌握校園最新疫情

發展。 

２、如教職員工生感染登革熱/屈公病/茲卡等蚊媒傳染病，應請其儘量減少外出，穿著淺色長袖衣褲、

使用防蚊藥劑、晚上就寢加掛蚊帳等防蚊措施，落實自主健康管理，避免再次被蚊子叮咬，並配合地方

衛生及環保單位進行各項防疫措施，以防止校園疫情擴散。 

二、校園為鄰近社區民眾日常活動地點，亦為人潮聚集之登革熱等蚊媒傳染病高風險場域，請持續配合

地方政府進行各項防治工作，以保障教職員工生健康及安全。 

三、有關蚊媒傳染病防疫等相關資訊，請逕至疾管署全球資訊（http://www.cdc.gov.tw）查詢，或撥打

國內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 



109 年度 

急救研習 

相關課程 

一、主辦單位 : 本校研發處推廣教育組。 

二、協辦單位 : 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教育推廣協會。 

三、授課對象 : 醫護相關人員、學生或對急救訓練有興趣者。 

四、ACLS 開課梯次 :  

    109年 1月 18-19日、3 月 14-15日、5月 16-17日、 7月 18-19 日、9月 19-20 日、11 月 7-8 日。 

    上課時間為上午 08:00至下午 18:00。 

五、ETTC 開課梯次 : 109年 2月 22-23日、10月 17-18 日。上課時間為上午 08:00 至下午 18:00。 

六、ACLS 再認證班開課梯次 : 109 年 8月 15日。上課時間為上午 08:00 至下午 18:30。 

七、上課地點 : 本校旭光樓 503教室。 

八、報名方式 : 採親洽報名或郵寄報名(各課程於開課前兩個月開放報名)。 

九、報名資訊 : 相關招生資訊、課程內容請參考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網頁 

     http://210.71.102.215/ntinrd/courseinfo.aspx。或電洽研發處推廣教育組吳小姐，06-2112320。 

宣導傳染病 

防治法 

check mark)籲請民眾接獲來源不明或未經證實之疫情資訊，勿隨意散播、轉傳，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63 條規定，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不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red check mark)

最高可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金；另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第 5款規定，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

寧者，(small yellow diamond)得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健康週報 主題: 【愛滋防治問與答】請至學校網站->學務處->衛保組->服務項目->健康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