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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全校導師會議議程 
 

時間：10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時間 議程 

15：00～15：10 報到 

15：10～15：20 校長致詞 

15：20～16：20 

導師知能研習-科技驅動與職能培育   

黃孟儒助理教授 

臺中科技大學企管系 

長茂科技公司「雲端服務平臺發展策略」顧問 

16：20～16：30 資訊中心業務報告 

16：30～16：40 各單位重要業務報告 

16：40～17：00 綜合座談 

17：0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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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1全校導師會議座談提問及回覆情形 
院

別 

導

師 
提問 回覆情形 

科

技

學

院 

蔡

加

春

老

師 

在此分享及建議事情，最近兩次校

園巡守剛好遇到學生騎機車發生追

撞事件，是因為學生騎車速度太

快，追撞兩台機車，造成一台被追

撞學生嘴唇受傷，另一台是機車受

損，前者部份已有妥善處理，但另

一部份，因為追撞後兩位同學沒有

報警，自行說好賠償就離開，故追

撞同學受到被撞同學恐嚇為肇逃行

為。從這些事故過程中，可以發現

很多學生不太清楚正確的處理方

式，或許連老師在內，可能也不是

那麼瞭解，應是要告知學生，如發

生交通事故需先報案處理，如果是

和解，可不用做筆錄，但如果要和

解，建議可到校安中心，有第三人

公證，如有談及賠償，至少有公證

人可以協處作證，所以建議可以多

宣導交通安全危機處理概念，包含

導師也應瞭解，避免遺漏程序而發

生反悔事情，此件心得分享給大家。 

第二件事情是有關選課問題，因我

的導生班有些是外籍生，學生完全

沒選課，直到加退選結束，還缺很

多課程未選，建議是否可以設置系

統檢測沒有選課的學生，提醒學生

要完成選課，以免過了加退選時間

仍未選課而造成困擾。 

林聰明校長：有關交通安全部份再請學務處多

加宣導；外籍生選課問題請教務處及資訊中心

協助處理。 

 

〔國際學院補充回覆〕： 

關於選課每學期國際學院同仁提醒學生相關選

課時程，若各系無法聯繫到學生也會請國際學

院協助聯繫學生。經查資工系學生巴特，因個

人因素上學期末未選課，欲逾期未註冊退學。 

 

〔教務處補充回覆〕： 

對於當學期未選課學生之處理方式，本處分別

在加退選前及補選前皆以簡訊或 Email 方式通

知，並請各系所關懷輔導，本學期處理期程如

下： 

日期 內容 

3月 7日

（四） 

（加退選

前） 

1.簡訊通知未選課學生務必於

加退選期間上網選課（3月 4日

（一）7：00至 3月 10日（日）

17：00）。 

2.Email 未選課學生名單通知系

所及國際學院關懷輔導，請學

生務必於加退選期間上網選課

（3月 4日（一）7：00至 3月

10日（日）17：00）。 

3月 13日

（三） 

（補選前） 

1.Email 未選課學生名單通知系

所及國際學院關懷輔導，請學

生於補選申請時間辦理選課（3

月 18日（一）8：00 至 3月 20

日（三）17：00）。 

3月 18日

（一） 

（補選期

間） 

電話通知系所關懷輔導未選課

學生，並請系所回覆原因。 

 

〔資訊中心補充回覆〕： 

配合業務單位修改相關程式。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張

誦

芬

老

師 

學生請假系統，上學期開始改成線

上審核，個人是非常支持，但審核

假別時卻無法點閱附件證明，不知

道是無此功能還是系統操作問題，

提出詢問。另外是有關請假審核權

限，因為別的課程學生請假是由導

林聰明校長：請假系統在去年共識營會上已有

許多討論，目前作法也是當時所決議，可再檢

視系統如何改進，此部份應是有討論的空間。 

〔學務處補充回覆〕： 

1. 請假系統已做過修正，導師及授課老師皆能

看見學生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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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導

師 
提問 回覆情形 

院 師來審核，但我自己的課卻是別的

老師來審核准假，對於此狀況感到

困惑。 

2. 請假附件證明部分，老師可以自行點開審閱。 

3. 導師或授課老師審核假單部分，當初是經過

共識營、導師會議表決，於 107-1 導師會議

再次提出討論，決定不異動審核機制，只新

增授課老師參閱，若需再修訂，學務處擬配

合辦理。 

 

〔資訊中心補充回覆〕： 

1.學生請假系統在學生端可以上傳附件，可能在

學生請假時忘記上傳附件，如老師需要觀看附

件可以再請學生補上傳附件後，老師就可在審

核假單的介面中觀看附件內容。 

<下圖為學生請假上傳附件畫面> 

 
 

<下圖為老師查看附件畫面> 

 
 

 

科

技

學

院 

葉

月

嬌

老

師 

反應成績單問題，因外籍生申請成

績單，但內容都是中文，學生向國

際學院反應，也無法協助處理。 

林聰明校長：因學校外籍生漸多，「雙語化」

是為趨勢，請教務處檢視相關表單是否已雙語

服務，也請國際學院盤點相關公告或是表單是

否雙語化服務。 

 

〔國際學院補充回覆〕： 

關於境外生成績單每學期會由教務處列印一

份，並由國際學院協助轉交給境外生。目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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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導

師 
提問 回覆情形 

校有英文版成績單，但學生須自行至教務處付

費申請。 

國際學院盤點相關公告、表單雙語化，將會再

招開國際及兩岸事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提請討

論，並提請各單位列聯絡窗口以利盤點相關作

業。 

 

〔教務處補充回覆〕： 

本處提供各類證明文件申請書有中英文版，另

外，成績單自動化繳費機操作說明皆有提供雙

語版，也同時提供英文成績單申請。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院 

李

豫

芬

老

師 

回應蔡老師所分享的交通問題，因

前些時候，我也發生與學生車輛擦

撞事故，地點在一心路及四恩路交

叉口，學生車速很快，發生擦撞後

學生表示轉彎車要禮讓直行車，後

報警處理，但因為發生地點在學校

內，警察可不用到場處理，但因事

關理賠，警察還是到校協助處理，

但僅做基本紀錄（保險理賠用），

不做判定。即便提供行車紀錄內

容，仍是以轉彎車要禮讓直行車為

由，雙方賠償費用。因為學校有些

道路不寬，若車速過快，很容易發

生事故，建議多跟學生宣導交通安

全知識，也請學生減速慢行。 

另外是餐廳問題，因為樂樂便當停

止營業，校內便當僅剩雲水居自助

餐，若校內活動訂購便當是否只能

選擇雲水居自助餐。 

林聰明校長：交通安全部份請再多加宣導；於

一心路是否設置路面凸坡可再討論。 

 

〔總務處補充回覆〕： 

1. 本反應之交叉路口已有進行四恩路 1 座凸出

路面及一心路雙向 10 組跳動路面等相關減

速設施設置，及該路口一心路上方處約計 200

公尺處（學慧樓）亦設置有 2 座凸出路面與

雙向 9 組跳動路面等。因此，已於重要路口

完成用車安全提醒，故擬不再予增加設置。 

2. 總務處與學務處將再利用各管道及各集會時

機，加強進行校園交通安全相關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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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書面提案 
院

別 

導

師 
提案內容 

主責 

單位 
單位回覆 

人

文

學

院 

廖

秀

芬

老

師 

1.學生反映：歲末校園燈飾是否有

必要性，應更妥善使用電力，避

免不必要的浪費。 

2.選課系統無阻擋重複選修機

制，導致學生占用名額及同一門

課修兩次，等於白修。高年級先

選低年級後選，高年級學生有先

選權限，會先卡課，到學期中才

棄選，導致低年級學生選課皆須

往後延。此外，選課系統備註為

該系專業課程，限定某系優先選

課，但僅有文字標註，系統並無

限定，故他系學生仍可選該系專

業課程，佔用名額。第一階段選

課結束，需選課的學生向系助反

映選不到專業課程，系助必須透

過人工的方式剔除他系學生，且

必須告知他系學生選課被剔除，

可謂選課系統人工化，非自動

化。各學系開放學生跨系選修，

此部分應該轉為人工加選，欲跨

系選修的學生須先行取得授課老

師的同意，且在還有缺額的情況

下始可加簽。 

3.校方推行蔬食，但學校餐廳並不

重視，曾經有一週開會較頻繁，

訂素食便當，菜色卻一模一樣，

實際到餐廳，素食的菜色多樣，

但便當菜色卻令人生退。 

4.校方推行環保，垃圾分類，但有

時遇到清潔阿姨整理垃圾時，都

會將分類好的垃圾全部倒置同一

垃圾袋，這樣會讓師生無法理

解，丟垃圾時需不需要分類？ 

5.學校廁所提供衛生紙非常便利

師生，但僅有一部分的廁所標

示，衛生紙可丟入馬統，是否全

面提醒那些廁所衛生紙可以丟進

馬桶，那些不行，以營造更衛生、

環保的如廁環境。 

6.學校女生宿舍寒暑假期間房間

無提供熱水，學生寒暑假留宿，

是否不近人情？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1.校園燈飾是為了營造給學生三好節

慶的氛圍，考量環保問題，明年將縮小

範圍營造歡樂情境。 

2-1.重覆修課問題：選課學習是學生的

權利，同一門課程若學生有興趣是可以

再次修課。重修第二次應有不同之體

悟，此應尊重學生學習上之規劃。 

2-2.佔課問題：高年級學生優先選課其

目的為保障學生順利畢業，歷年來皆循

此慣例作業。但確如廖老師反應，大四

學生濫用此權益佔住課程相當嚴重，尤

其通識為主。2017 年即已經過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及教務長達成共識（其中也

與學生座談），將在選課中，排除初選

時己完成該通識領域之學生選修該領

域，以減低佔課問題。不過選課系統問

題不只這一項，包括選課系統介面改

善，選課規定的置入，限定對象等問

題，希望建置新的選課系統，把這些問

題做一次改革。 

2-3.選課限制：如上述所言，目前資訊

中心已在撰寫新版學生選課系統，已規

劃新版學生選課系統將設有管控機

制，依照學生畢業資格審查系統所缺之

學分數管控，若該領域已修畢且符合畢

業條件，即無法初選，待加退選方可選

課，朝向學生選課系統自動化之目標。 

3-1.已請駐校廠商增加蔬（素）食之販

售及菜色變化。 

3-2.近期為招募香積齋餐廳經營廠商，

經師長推薦於台南知名蔬食餐廳主

廚，有意願到校駐點營運，本校積極進

行洽談中，期以招募入校營業提供。 

3-3.興學紀念館已完工啟用，已評估籌

設素食餐廳進行營運，待相關規劃完成

後公告周知。 

4-1.各大樓設置之回收桶，僅大略將可

回收物分成 2~3類，清潔人員將可回收

物裝成一袋是為了減少大垃圾袋使用

量。 

4-2.垃圾載運至資源回收場後，再由專

人將垃圾及可回收物妥善分類，以減少

一般垃圾清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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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導

師 
提案內容 

主責 

單位 
單位回覆 

5.感謝老師建議，近期內將「衛生紙可

丟入馬通」宣導標示張貼完成。 

6-1.有關宿舍寒暑假期間熱水供應部

分：宿舍無論是學期間或寒暑假並皆有

供應熱水。惟供應時段有所不同，以今

年寒假期間晚上 19 點~22 點每間套房

浴室皆有熱水，其餘時間在公共區域有

2間浴室，24小時供應熱水。此訊息有

張貼、公告於各入門口、布告欄、輔導

室旁等。 

6-2.本校學生宿舍（含緣起樓教職員區）

為避免熱水供應期間（17:00~24:00）外

及寒暑假期間有熱水需求，於公共區域

設有 24 小時供應熱水之浴室提供服

務。 

6-3.以緣起樓為例設有 6 間（每樓層一

間），請住宿人員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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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知能研習：科技驅動與職能培育 



南華大學 107-2-1 全校導師會議 

10 

 



南華大學 107-2-2 全校導師會議 

11 

 



南華大學 107-2-1 全校導師會議 

12 

 



南華大學 107-2-2 全校導師會議 

13 

 

 
 
 



南華大學 107-1-1 全校導師會議 

14 

 

 

 

 

 

 

 

 

 
 



南華大學 107-2-2 全校導師會議 

15 
 

壹、教務處 
事項 內容說明 

點名 

1.請授課教師確認上課同學與點名系統一致，避免未來產生爭議，對於

未在系統內之學生，請同學於加退選期間逕行上網辦理加退選作業。 

2.務必於每週點名後 7天內登錄點名系統，逾期將無法輸入及修正，點

名系統統一在 108年 6月 23日 23時 59 分關閉。 

3.學慧樓「刷卡點名系統」，學生刷卡點名資料於每節課結束後更新至

【校務行政系統】及【Web 點名系統】。自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學慧樓刷卡機點名資料僅供任課教師參考，任課教師必須在上課日 7

天內進入【校務行政系統】點選「採計刷卡缺曠課紀錄」，或自行編

輯學生缺曠課資料按「送出」後，才能累計教師點名次數及學生曠課

紀錄。 

調補課及巡堂 

1.教師請假請依本校規定辦理請假，若因此產生課程異動，請先至校務

行政系統「老師專區/教師（請假）調補課單申請」登錄辦理，並依課

程異動後時間確實點名。 

2.非因公請假之調補課應檢附學生簽名同意單；若為戶外教學，請依規

定明訂於授課大綱中，並檢附學生平安保險證明備查，於調補課申請

時上傳附件。 

3.教務處將採不定時巡堂，臨時請假或更換教室者，請務必上網提出申

請，本處課務組將予以備查。 

108-1 

課程初選時間 

1.108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初選時間：108年 6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7 點至 108年 6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5點。 

2.請授課教師務必於 5月 27日前將授課大綱（F-M）上傳完畢。 

院跨領域學分學程 

院跨領域學分學程初選已於 4月 15日-4 月 19 日結束，第二階段學程加

退選時間為:108年 9 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7 點至 108年 9月 22日（星

期日）下午 5點。 

成績登錄 

1.依據本校「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第二條規定：「為

維護學生權益，學士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試結束一週內上網完成成

績登錄。碩博士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試結束二週內上網完成成績登

錄」（http://std.nhu.edu.tw/）。敬請授課教師配合，以免影響學生申請

各類獎學金之日程，損及學生權益。 

2.請授課教師於下列時間內完成成績登錄: 

108 年 05 月 20 日（畢業考首日）至 05 月 30 日上網完成本學期畢業

班成績登錄；108 年 06 月 17 日（期末考首日）至 07 月 01日上網完

成本學期學士班成績登錄；於 108年 06月 17日至 07月 08日完成博、

碩士班成績登錄。 

3.學生凡一學期中某科目曠課與請假合計時數逾三分之一者，視為學

習不完整，得經任課教師同意後，不得參與該科目之學期考試，授

課教師於處分前應告知各相關學生。 

4.依據「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第六條規定，應屆

畢業生於第二學期修習非學系時序表中四年級之課程及通識課程，不得

於畢業考周提前自行予以考試及送成績，仍應與非應屆學生一起參加考

試，以維持成績評量公平性及學生學習之完整。 

教師評鑑評分項目 
依據南華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細則第 5 條：「未依規定時間登錄課程

與教材大綱、Office Hours、未按時繳交學生成績、上課遲到早退、未

http://st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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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知會系（所）及教務單位而任意調課、缺課未補齊，情節重大經教務會

議認定者」（由教務處及學術單位提供相關紀錄資料）（減 2 分/次）辦

理，認定標準如下： 

事由 情節認定標準 

未依規定時間登

錄課程與教材大

綱 

1.課程大綱：召開校課程委員會前仍未上傳，視為逾

期未登錄課綱。 

2.教材上網：教師於期末考週前（18 週），至少已

上傳 4週（或 4主題檔案）教材至 moodle系統。 

Office Hours 

每學期期末考週結束後 1週（19週），教師於校務

行政系統登錄 Office Hours 系統內，仍無任何輔導

紀錄。 

未按時繳交學生

成績 

依據行事曆規定，教師上網登記期末學生成績截止

日後 1週內，經由本處 email、簡訊或電話通知，仍

未於通知後一週內擲交者，視為未按時繳交學生成

績。 

上課遲到早退 

1.遲到：由教務處或系所巡堂發現，上課超過 15分

鐘教師仍未到教室，且以 email 通知教師，於 1

週內未有合理之回應，視為遲到。 

2.早退：由教務處或系所巡堂發現，上課當節提早

10 分鐘，教師已離開未在教室上課，且以 email

通知教師，於 1週內未有合理之回應，視為早退。 

3.一學期上課遲到早退，累計達 3 次者，然專案上

簽者除外。 

未知會系（所）

及教務單位而任

意調課、缺課未

補齊 

1.凡教師調課、缺課，事前並未填寫調補課單，經

教務處或系所巡堂訪查發現，且以 email 通知教

師，於 1 週內未有合理之回應，視為任意調、缺

課未補齊。 

2.一學期未知會系（所）及教務單位而任意調課、

缺課，累計達 3次者，然專案上簽者除外。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實施細則，教師評鑑標準 T教學項目中與註冊組

暨課務組相關評分項目說明如下： 

評分項目說明 

T1-1所有授課課程之教學大綱（A-M）準時上網 

（上下學期全部符合者得 5分，不符合者每班扣 1分） 

T1-3教師滿足基本授課時數 

（上下學期全部滿足者得 5分，不足一小時者扣 1分，下學期補足者，

或經特殊減免規定者除外） 

T1-4排課跨四天 

（上下學期全部符合者得 5分，不符合者每學期扣 2分，兼行政職或

校長核定特殊情形者除外） 

T1-5按時點名及線上填寫點名記錄表-每班繳交 10週以上點名記錄 

（上下學期全部符合者得 8分，不符合者每班扣 1分） 

T3-1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全英語授課課程（每門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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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T3-6指導本校碩士或博士論文指導畢業 

（博士論文每人 10分，碩士論文每人 5分，至多 20分） 
 

教學意見調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應屆畢業生實施期間自 5

月 6日至 5月 19日止；一般生實施期間自 5月 27日至 6月 9日止，依

據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教學意見調查」抽獎活動實施計畫，完成所有

選讀科目問卷的學生即享有獎品抽獎資格，採隨機抽獎，獎項為 7-11

商品卡 1張（價值 50元），共計 500名，請鼓勵學生踴躍填答。 

期中預警 

1.期中預警系統登錄時間自 4月 15日至 4 月 28日止，教務處已於 4月

29日起 E-Mail通知預警學生線上查詢預警科目、Office Hour 預約輔

導及課程棄選申請時間等相關事宜，並郵寄預警三科以上信函通知家

長，及提供外籍生預警名單以供國際學院協助通知。 

2.老師可至輔導系統查閱導師班上及授課班上期中預警學生，請於期末

考週前進行輔導，瞭解影響學習成效之主因以及課業補救要點，線上

填寫輔導紀錄，作為日後追蹤評估輔導成效之參考。 

曠課扣考 

學生曠課扣考作業時間為（大四課程實施期間為 4月 2日至 5月 3日止；

一般課程 4月 2日至 5月 31日止），已「確認扣考」者，授課教師務必

「列印扣考單」簽名後，再經班導師與學生所屬系主任簽核，以書面及

簡訊或班代轉達的方式確實通知該學生。 

業師協同教學 

1.5月 3日已 E-Mail通知申請教師、系助及系主任業師審查結果，並於

5 月 6-8 日傳送相關紙本文件至各系，請通過之教師填妥相關文件後

於 5月 31日前擲回教務處。 

2.請於每次活動結束兩週內擲回核銷文件至教務處品保組，成果電子檔

傳至電子信箱 pohoung1218@nhu.edu.tw，並請學生於課後線上填寫業

師協同滿意度問卷調查，問卷開放時間至 7月 31日止。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1.依據「南華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辦法」，107 學年度（含）起

入學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學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需

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自行修習本課程，並通過

課程總測驗及成績達及格標準。若已修過「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且具

修課證明者，得經各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免修。 

2.依照資源中心往年經驗，學生常集中在 5-6 月份修課，易造成網站塞

車狀況，且因修課證明為通過測驗隔日開放下載，為避免耽誤學生

學業期程，建議同學可提早修課。 

 

 

貳、總務處 
一、交通安全： 

（一）校車 

    1. 本校持續以爭取「公車入校園專案」之 12 班次嘉縣公車及台西客運 3 班次與結合本

校校車（含租賃車輛）等共計排定 43班次進行交通接駁服務，及為因應本學期外籍生

駐宿交通需求，再增加上林社區集賢樓停靠站多班次等，敬請同師生同仁能依需求選

擇搭乘。另近期新購入大型 47人座校車已視其褡乘需求進行排定支援。 

    2. 重申本校校車（含租賃車輛）所排定「南華館」停靠站之設置地點，因為在此候車的

少部份同學會亂動商家機具設備及亂丟垃圾，商家已多次電告本校拒絕再予場地提供。

經本校洽其再予協商承諾宣導改善後暫同意持續提供，請同學使用該場地時應予注意，

不該有前述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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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敬請同學能持續多加利用上述校車接駁服務，減少自有車輛使用，以響應共乘之環境

保護政策。                                      

（二）聯外道路 

    1.本校聯外通往○3梅山交流道之嘉 104道路拓寬工程已於去年初完成並行通車，敬請宣導

多加利用。 

    2.近期常有家長或貴賓反應利用不同導航系統導引到校，常有被誤導行駛於鄉間小道之

況；因此，敬請協助宣導建議以手機「Google Maps」衛星導航系統進行導引，以能精

準有效安全交通行駛。 

（三）「興學紀念館」興建已屆完成，三好路末端西側門已進行封閉禁止車輛通行，僅能提

供徒步出入，故行經田徑場或多供能集會所之同學，仍請注意行走安全。 

（四）妙音樓（民音館）仍持續進行施工興建，其工程出入口與機車道動線交疊，因此常有

工程車輛出入，敬請行經該路線注意騎車安全。 

（五）車輛進入校園，請依指示及速限行駛進入各停車場或開放路段停放，切勿隨意違規停

放，導致其他用路人之不便，若未能配合者將依本校「車輛管理要點」違規條款辦理。 

（六）本校「汽」、「機」車道出入口處皆設有紅綠燈管控設備，敬請遵守號誌進行人車行走。 

（七）為有效改善行政教學徒步區行人安全及提供安寧上課環境，總務處已強化管制路檔設

置，車輛若因欲進入該區執行公務，敬請洽總務處事務組或警衛室申請柵欄機遙控器

使用，切勿自行搬移管制路擋。 

二、生活機能： 

 （一）本校極力爭取之『中華郵政（股）公司推出新型態的取/寄郵件體驗，提供 24小時全

年無休、自助領取、交寄包裹及退貨「i 郵箱」服務』，其設置後至今使用不如預期；

經依據與廠商進行會勘會議決議，將於近期由原設置於無盡藏 W101 郵務代辦所旁，

遷移至學慧樓一樓中庭。敬請協助宣導能多加利用，以能持續有效爭取更多便捷設備

設置。 

 （二）本校餐飲、醫療、住宿及交通等生活機能資訊，已統整為「南華食醫住行」單一入口

網站平台，並掛置於本校首頁右上角處，提供需求者能便捷查詢使用。 

（三）為解決九村宿舍住宿同學餐飲需求，經本校洽統一7-11便利商店爭取相關提供設置後，

已於本宿舍內設置完成雲嘉地區唯一乙組「鮮食自動販賣機」設備（商品多達 75種，

如三明治、飯團、…等），歡迎住宿生多加利用。 

（四）為配合本校智慧校園之無現金校園政策，已完成駐校生活機能提供之各廠商進行悠遊

卡機裝設，以能儘速全面推行持悠遊卡於校園內消費使用（學生証即可）。另，亦進行

彰化銀行校園行動支付方案規劃中，待完成後公告使用。 

三、教室設備使用： 

（一）課桌椅請勿任意搬移，如有需要使用，請於使用後即歸位，避免上課桌椅不足，影響

教學。 

（二）教學設備如有故障，請上校務行政系統填報，總務處會儘速派員維修。 

（三）總務處保管組有紅外線無線麥克風、小型肩背式活動式麥克風音響及單槍投影機、布

幕等教具，供上課活動使用。 

四、節約能源： 

（一）總務處執行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計畫並依 ISO 50001 檢視宿舍冷氣老舊度、使用時數

及頻率等，訂定汰換順序。老舊冷氣汰換已於 4 月 30 日全部汰換完成，請宣導學生愛

惜使用。 

（二）時序進入春季，天氣仍涼，同學於宿舍或教室不開窗仍開空調，由於溫度未超過 25度

冷氣壓縮機不會運作，導致是空氣悶濁，同學認為冷氣故障而報修。請老師協助向同學

宣導涼冷天氣盡量不開空調而是開窗，讓空氣對流避免室內空氣悶濁，有益健康。 

（三）天氣逐漸炎熱，為了維護室內空氣品質及更好的冷房效能，請各單位將所屬空間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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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 網 定 期 （ 每 月 ） 清 洗 。 清 洗 方 法 可 至 如 下 網 頁 參 考 ：

http://general2.nhu.edu.tw/page2/archive.php?class=3101 

（四）教室上課後，請提醒學生離開時，關閉教學設備電源及冷氣燈光等，並請將垃圾帶離

教室。 

五、安全衛生宣導： 

（一）各單位之專業教室若有大量垃圾須處理時（學生繳交作業後所產生之廢棄物），做好垃

圾分類後，可洽總務處協助清運。若不知廢棄物如何分類，亦可告知分類方式。 

（二）請授課老師、實習場所管理人員落實所轄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以防事故發生。例如，

使用中的實驗室、實習工坊（如化學實驗、機械設備操作），指導老師或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務必在場維護安全，不可由學生自行操作機械、設備，以防事故發生，尤其是非上

班、上課時更為重要。 

六、金融： 

（一）為減少支票使用量，本組以匯款為主要付款方式，本校往來金融機構為「彰化銀行」，

若領款人檢附非彰化銀行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其匯費由領款人負擔，於付款時內扣匯

費 20元或 30元。 

（二）未滿 20歲之同學若欲開立「彰化銀行」帳戶，請先填具家長同意書並備妥相關文件資

料後，提出開戶申請（可洽詢本處出納組資料提供及送件）。 

 

 

叁、資訊中心 
使用校園資通訊系統暨網路注意事項 

1. 校務行政系統及電子郵件帳號密碼預設為您的身份證字號（第一碼英文字母為大寫），為

求安全起見，第一次登入後請務必變更密碼，之後請至少每隔 6 個月變更一次密碼，密

碼長度需介於 8至 32個字元間，密碼建議以數字、英文字母大小寫以及特殊符號混合使

用。 

2. 本校採用 Gmail電子信箱，個人電子信箱位址：帳號@nhu.edu.tw，登入時請使用瀏覽器

至 http：//gmail.com進行登入。發送 E-Mail信件時，請注意信箱可夾帶檔案附件大小的

限制，寄送至 @mail.nhu.edu.tw，附件檔案總容量限制為 20MB，寄送至 @nhu.edu.tw，

附件檔案總容量限制為 25MB。如需寄送大量檔案，請利用學校 Gmail 信箱雲端硬碟檔

案分享的方式，勿使用 E-Mail傳送，以免對方無法收到。 

3. 依據教育部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自 107 學年度（107 年 8 月 1 日）起，本校無線網路需

輸入帳號及密碼才能使用（帳號密碼：[校務行政系統]的帳號及密碼）。另本校已通過

TANet 無線網路漫遊交換中心連線認證，在其它學校使用無線網路時，只需輸入自己校

務行政系統帳號及密碼即可連線（請連線當地學校無線網路名稱 TANetRoaming 或其提

供之 SSID名稱，帳號輸入格式：帳號@nhu.edu.tw，密碼請輸入校務行政系統密碼）。 

4. 資訊中心不會發送任何要求電子郵件密碼需重新設定或空間已滿等警告信件，如收到來

路不明或可疑信件請勿開啟，該信件可能為釣魚信件。如有疑慮請連絡資訊中心網路系

統組，相關防範資料請參考資訊中心網站資安教育訓練專區。 

5. 本校教職員皆負有保護同仁及學生個人資料避免外洩之責任，相關個資保護教育訓練教

材請登入校務行政系統後查閱。教材位置：校務行政系統>全校個資推動專頁>教育訓練

教材。 

6. 請遵守「南華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禁止濫用或干擾網路系統，尊重個人隱私權，不

得任意窺視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或其他侵犯隱私權之行為。 

7.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授權軟體，勿非法影印書籍，拒絕非法下載，支持反盜版，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8. 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宣導：為提升資訊倫理、預防網路使用不當行為與正確合法使用網路

http://general2.nhu.edu.tw/page2/archive.php?class=3101
http://ic.n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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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律常識，相關宣導資料請參考資訊中心網站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專區。 

9. 開放文件格式（ODF）具備免費下載、格式開放、跨平台等特性，適於長久保存並可避

免版本升級衝突，請各位同仁盡量使用開放文件格式軟體處理各式可編輯檔案。相關開

放文件軟體資料請參考資訊中心網站 ODF開放文件專區。 

10. 本校自 2018年 10月 04日開放全校教職員免費使用微軟 Office 365，微軟 Office 365網

站、登入帳號及密碼如下，請各位同仁踴躍使用： 

微軟 Office 365網站 

登入帳號：學校 Email（例如：xxxxxxxx@nhu.edu.tw） 

預設密碼：#身分證字號（例如：#Q123456789，登入後請變更密碼） 

 

校務行政系統操作相關問題諮詢窗口：周容如 分機 1524/蔡玉欣 分機 1561 

電腦相關諮詢窗口：郭文壽 分機 1514 

網路相關諮詢窗口：蔡伶宜 分機 1512 

個資相關諮詢窗口：周容如 分機 1524 

南華大學資訊中心官網：http：//ic.nhu.edu.tw/ 

 

 

肆、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一）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教深計畫附錄，協助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獎勵弱勢學生輔

導補助獎勵申請及審核項目有，（1）實習評量獎勵：A.參與實習課程獎助 B.實習心得獎

勵 C.企業參訪心得報告及企業出題,學生解題獎勵 D.海外學習獎助。（2）就業面試獎勵：

A.徵才博覽會面試心得獎勵 B.就業祝賀獎勵等。申請手續簡單，獎金優渥，請各位導師

鼓勵具弱勢身分的學生踴躍申請，詳情請洽產職處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二）「就業力職能培育跨領域學分學程」目前初選人數有 60 人，產職處訂於 108 年 6 月 5

日中午 12:00-13:00，在成均館 334 會議室舉辦課程說明會，產職處將此訊息轉知己選課

同學，另請各位導師協助提醒同學出席說明會。 

 

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組長呂玉枝、組員蔡承瑋 

辦公室：成均館一樓 C105 電話：05-2721001分機 8620、8621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一）配合今年教育部規定執行 106學年度畢業滿 1年、104學年度畢業滿 3年及 102學年

度畢業滿 5 年之畢業生流向情形，產職處已於 108 年 5 月 13 日召開「108 年畢業生

流向調查問卷題項討論及調查作業說明會」，調查期程（如下表）自 6月 3日至 8月

30 日止，共 13 週，請各系所助理、主任及 102、104 與 106 學年度畢業班導師（畢

業班導師若已離職請系主任另安排老師負責）協助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及雇主滿意

度調查。今年仍規劃永續中心為 Call Center，開放時間為 6月 11日至 8 月 30日止，

產職處安排各院系所固定於 6 月 11 日至 7 月 11 日之週二至週四在 Call Center 進行

電訪調查，以利各系所電訪工讀生及畢業班導師進行訪調。為獎勵各系所配合執行

調查，於 108 年 7 月 14 日前完成 （畢業生流向調查畢業滿一年、三年及五年等三

份問卷）調查率皆達 95%以上之系所，給予系所調查獎勵金，獎勵金標準依該系完

成問卷填答畢業校友人數計算，以 1人 20元之計算方式給予。 

調查期程表 

週數 日期 作業事項 

http://ic.nhu.edu.tw/pageA/news.php?class=401
http://ic.nhu.edu.tw/odf1/super_pages.php?ID=odf101
http://office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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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數 日期 作業事項 

第一週 
6/3 

~ 

6/9 

1. 5月 13日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題項討論及調查作業說明會。 

2. 產職處於 5 月 24日前提供各系所今年須調查之畢業生名單，並於 6 月 3

日前寄送流向追蹤調查之信件給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 

3. 6月 5日進行工讀生電訪調查訓練說明會。時間：12:00，地點：永續中

心。 

4. 各系所透過發信、群組及各通訊管道，通知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至調

查系統填答問卷。 

第二週 
6/10 

~ 

6/16 

1. 各系所透過發信、群組及各通訊管道，通知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至調

查系統填答問卷。 

2. 安排各院系所至 Call Center 進行電訪調查。 

週二：人文；週三：管院及社科院；週四：藝術及科院。 

3. 由產職處派專人協助電訪工讀生及畢業班導師各相關調查事項。 

4. 周一由產職處提供最新調查率數值。 

第三週 
6/17 

~ 

6/23 

1. 各系所透過發信、群組及各通訊管道，通知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至調

查系統填答問卷。 

2. 安排各院系所至 Call Center 進行電訪調查。 

週二：管院及社科院；週三：藝術及科院；週四：人文。 

3. 由產職處派專人協助電訪工讀生及畢業班導師各相關調查事項。 

4. 周一由產職處提供最新調查率數值。 

第四週 
6/24 

~ 

6/30 

1. 各系所透過發信、群組及各通訊管道，通知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至調

查系統填答問卷。 

2. 安排各院系所至 Call Center 進行電訪調查。 

週二：藝術及科院；週三：人文；週四：管院及社科院。 

3. 由產職處派專人協助電訪工讀生及畢業班導師各相關調查事項。 

4. 周一由產職處提供最新調查率數值。 

第五週 
7/1 

~ 

7/7 

1. 各系所透過發信、群組及各通訊管道，通知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至調

查系統填答問卷。 

2. 安排各院系所至 Call Center 進行電訪調查。 

週二：人文；週三：管院及社科院；週四：藝術及科院。 

3. 由產職處派專人協助電訪工讀生及畢業班導師各相關調查事項。 

4. 周一由產職處提供最新調查率數值。 

第六週 
7/8 

~ 

7/14 

1. 各系所透過發信、群組及各通訊管道，通知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至調

查系統填答問卷。 

2. 安排各院系所至 Call Center 進行電訪調查。 

週二：管院及社科院；週三：藝術及科院；週四：人文。 

3. 由產職處派專人協助電訪工讀生及畢業班導師各相關調查事項。 

4. 周一由產職處提供最新調查率數值。 

第七週 

~ 

第十三

週 

7/15 

~ 

8/30 

1. 各系所透過發信、群組及各通訊管道，通知今年調查對象之畢業生至調

查系統填答問卷。 

2. 7月 15 日產職處提供最新調查率數值，並公布已達標之系所。 

3. 針對未達標系所依需求安排至 Call Center 進行電訪調查。 

4. 由產職處派專人協助電訪工讀生及畢業班導師。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陳怡汝、組員陳禹奇 

辦公室：成均館一樓 C105 電  話：05-2721001 分機 8610、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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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組 
（一）產學合作實施的目的，在於建立與企業連結的管道，善用學校資源設備和研究人力，

加強學校與企業雙向交流，為同學們帶來實習及就業的機會。本校目前與 317 家企業

簽署產學合作協定，提供各院系學生實習、教師產學合作、企業交流。相關資料置於

產職處網頁，請參考使用。http://iaccd.nhu.edu.tw/page3/news.php?class=303 

（二）為鼓勵師生將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每件專利申請案補助申請費用最高 2.5 萬元，另補

助專利維護費用 1~3年，總補助金額最高 3.4 萬元。產職處於 107年 11月 21日辦理專

利分享交流會，與會教師反應熱烈，當天手冊資料已放置於產職處網頁

http://iaccd.nhu.edu.tw/files/archive/2540_ce4bd1fb.pdf，提供師生參考。規劃 6月份舉辦

專利工作坊，以提升師生專利申請的知識與動力，歡迎師生多加運用。 

（三）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各場次，提供各單位參考，建議可列入課程

授課內容，並鼓勵學生聽講。參加本講座可認列「就業力職能培育跨領學分學程」-企

業人文與創新創業類 3 學分。參加一場 2 小時取得 2 分，共 27 場得分 54 分；另必需

繳交 2 篇反思單（至少 1000 字以上，由該課程指導老師進行成績評量）、學生與指導

教師對話討論與交流及課堂表現 46 分，合計 100 分。106 級以前學生可認證通識中心

成年禮講座。 

場次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舉辦時間/參加人次 

1 簡國釧 重慶永固董事長 
永固成為中國綠色示範

企業的經驗 

已於 03/19舉辦 

計有 169人參加 

2 馬英九 中華民國前總統 台灣的三大挑戰 
已於 03/28舉辦 

計有 363人參加 

3 楊啟仁 
建大工業（股）公司董事

長 

建大的國際化與創新經

營 

已於 04/12舉辦 

計有 125人參加 

4 陳明璋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

長 
追求真善美的人生 

已於 04/23舉辦 

計有 161人參加 

5 葉茂生 捷盟海產物流董事長 
大馬創業經驗！深耕生

根接地氣！ 

已於 04/23舉辦 

計有 183人參加 

6 羅仁權 友嘉集團技術長 機器人和人類未來生活 
05/28（二） 

13:00-15:00 

7 簡智明 

和鼎隆建築責任有限公

司董事長 

胡志明市台灣學校董事 

新南向!新希望-越南，台

商投資經營面面觀 

06/13（四） 

13:00-15:00 

 

（四）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華陀健康講座各場次，提供各單位參考，請鼓勵學生聽講。參加

本講座可認列「就業力職能培育跨領學分學程」-企業人文與創新創業類 3 學分。參加

一場 2小時取得 2分，共 27場得分 54 分；另必需繳交 2篇反思單（至少 1000字以上，

由該課程指導老師進行成績評量）、學生與指導教師對話討論與交流及課堂表現 46 分，

合計 100分。 

日期/地點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1/24（四） 

19：00～21：00 
吳明恭 高雄長庚身心醫學科醫師 漫談失智 

http://iaccd.nhu.edu.tw/page3/news.php?class=303
http://iaccd.nhu.edu.tw/files/archive/2540_ce4bd1f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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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地點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大林國小育英堂 

2/13（三）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楊賢鴻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系主任 中醫談四季養生 

3/28（四）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李志宏 高雄長庚皮膚科主任 
銀髮族的皮膚保健與疾病

早期預防 

4/23（二）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林名男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 家醫與疾病的預防及治療 

5/28（二）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陳克誠 
台大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

師 

揚眉吐氣：我有肺結節怎

麼辦 

6/13（四）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黃博浩 
台大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

師 

不想中風你得知道：腦血

管的保健新知 

7/09（二）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陳永銘 台大醫院老年醫學部主任 
打造腎利人生：淺談銀髮

族常見的電解質酸鹼異常 

8/06（二）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陳適安 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心血管疾病的預防與保健 

9/19（四）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江昆壕 長庚醫院中醫內兒科主任 輕身延年長生不老 

10/18（五）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許榮彬 
台大外科部心臟血管外科

主治醫師 

拒絕閻王招喚：國人常見

的重症治療 

11/12（二）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黃瑞仁 台大雲林分院院長 心臟疾病的治療與保健 

12/12（四） 

19：00～21：00 

大林國小育英堂 

何明志 
台大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

主治醫師 

黑白人生變彩色 :肝臟腫

瘤的診斷和治療 

（五） 相關訊息請上產職處官網頁查詢 http://iaccd.nhu.edu.tw 

 

產學合作組 組長簡婉惠 

辦公室：成均館三樓 C315 電  話：05-2721001 分機 8630、8631 

 

 

創新育成組 
（一）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深耕學生軟實力，請導師鼓勵學生選修相關創新創業的課程，

以培養學生具備「創業家精神」與「創業技能」，若發掘具有創業企圖心及創業家特質

的學生，還請導師轉介、推薦給產職處創新育成組。相關表格請參考產職處網頁>下載

專區>創新育成組>創新創業團隊資料表。 

https://www.ntuh.gov.tw/surg/doctor/DR/%E8%A8%B1%E6%A6%AE%E5%BD%AC.aspx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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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歡迎各班導師或家族導師，藉創業楷模講座、創新創業工作坊、創業主題班及創業交

享聚等活動平台，帶領學生參與活動，增進師生交流及情感。 

（三）本學期規劃舉辦了四場「創業楷模講座」、三場「創業主題班」及三場「創業交享聚」

，內容包含了許多創業知識，例如創新創業啟發、市場商機了解、商業模式選擇及品

牌行銷經營等等，讓本校創新創業氛圍散播整個校園。相關場次時間如下。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南華學堂】-創業楷模講座   地點：國際會議廳 

場

次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舉辦時間/參加人次 

1 楊立昌 
聚積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創新創業三部曲 

已於03月11日舉辦

，計有138人參加。 

2 洪誌臨 
卡訊電子（股）公司 

總經理 
築夢的堅持 

已於04月02日舉辦

，計有196人參加。 

3 蘇勁威 

聖保羅企業（股）公

司 

總經理 

聖保羅烘焙花園創業歷程 
05月17日（五） 

13:00-15:00 

4 林建祥 
冠賢機電有限公司） 

董事長 
創業的過程 

06月04日（二） 

13:00-15:00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南華學堂】-創業主題班    地點：國際會議廳 

場

次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舉辦時間/參加人次 

1 黃筑憶 
金弘麻油花生行 

負責人 

主題：永續經營-信念傳承 

講題：老油新生 

已於03月21日舉辦

，計有205人參加。 

2 呂理展 
誠富生機食品（股）

公司董事長 
主題：永續經營-堅持創新 

已於04月08日舉辦

，計有172人參加。 

3 邱明正 
晨間廚房餐飲（股）

公司總經理 
主題：永續經營-連鎖品牌 

已於05月09日舉辦

，計有217人參加。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南華學堂】-創業交享聚   地點：創夢基地C325 

場次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舉辦時間/參加人次 

1 黃采燕 
四季春紅社企（股）

公司總經理 
城鄉創生 

已於03月27日舉辦

，計有62人參加。 

2 魏婉如 
優雅農夫藝文農場 

執行長 

到農村經營休閒產業，你傻

了嗎? 

已於05月08日舉辦

，計有62人參加。 

3 鄒文志 
蔽月山房生態農場 

負責人 
創業築夢GO!GO!GO! 

05月29日（三） 

16:00-18:00 

（四）為提升校園創新創業文化，鼓勵學生創新實踐，敬請導師協助推廣，校內有志創業師

生團隊，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如有師生團隊有興趣申請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每團隊可申請 50萬元創業基金補助），可與產職處創新育成

組連絡。 

（五）有關其它學校創新育成相關競賽訊息如下，詳細規定請參考產職處官網：

http://iaccd.nhu.edu.tw 
 

創新育成組 組長楊文魁、組員楊緒瀠 

辦公室：成均館三樓 C315 電  話：05-2721001 分機 8640、8641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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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一、賃居安全： 

1. 教育部來文有關賃居訪視須將「用電安全納入教育宣導暨安全評核」本學期已將此項目

納入賃居安全評核，並於校內宿舍、校外賃居學生訪視時加強宣導用電安全。 

2. 4/17（三）下午15時於S109辦理「租屋注意事項及相關法律常識」，邀請嘉義縣消防局

蔡建安副局長蒞校演講分享，進行用電安全與防火意識宣導，建立同學們對租屋的公共

安全相關議題正確認知。 

3. 4/18（四）上午10時於C334會議室辦理107學年度「校外房東座談會」，會中邀請縣府建

管單位、消防及警政單位等相關人員與會，並頒獎表揚獲評選為績優愛心房東感謝狀（10

處所），現場有20位房東出席與會，透過經驗分享交流，共同致力營造舒適安全的賃居

環境。 

二、交通安全及校園維護： 

1. 3/20（三）下午 15:10 於 S109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與生命關懷」講座邀請交通安全種子

教官嘉義大學賴佳杏教官主講，通知違反交通規則的 30位同學務須出席參加，且因近期

有同學發生幾場小車禍也多鼓勵其他同學參加聆聽。 

2. 5/8上午九時召開 107學年度校園安全會報暨災害防救整備會議，由校長主持，會中針對

校園安全維護、校園災害防救演練、營造安全友善校園、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校外賃居

學生安全訪視及防治藥物濫用進行成效檢討與報告，並針對妙音樓及西側門交通動線提

出討論及因應方案。 

 

 

生活輔導組 
一、學務處秉持高度關懷學生出席上課狀況，依關心曠課 SOP作業流程，於期中棄選後，針

對曠缺課超過 35節同學將立即啟動關懷輔導機制，提醒同學按時出席上課並注意曠課情

形，108年 4 月 15日（一）已寄信知會家長、e-mail予相關師長（導師輔導系統亮紅燈），

共同配合協助持續輔導協助學生因病、意外事故或其它事由等，因故無法於時效內請假

者，儘速完成逾期補請假程序。 

二、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宿舍退宿時間預計 6 月 30日（日） 1200時起至 8月 30日（五）1000

時止，學生宿舍-文會樓、麗澤樓、緣起樓、九村實施修繕、盤點維修作業均關閉不開放；

僅提供南華舘給有需要住宿者申請。 

三、暑假開放住宿-南華錧，暑假住宿網路申請時間：自 108 年 6 月 3 日 0800 至 6 月 17 日 1700

止；暑假期間住宿時間：6 月 30 日 1400 時起至 8 月 30 日 1000 時止。此外，校外或學

術團體借住宿舍，每人每天酌收水電、清潔費 100 元。待簽核完成後擬公告於生輔組最

新消息。 

四、學生遇意外事件或傷病，本校教職同仁前往本校週邊（嘉義）地區協助處理或送醫，酌

發予貳佰元膳雜及交通費補助。並依傷病之輕重致贈$600元以內之慰問品，聊表學校關

懷慰問之意，同一事件應檢附合格單據（統一編號：08628737）以申請一次為限。請填

妥申請表及相關單據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分機 1221）。 

 

 

服務學習組 
一、本組於 5月 6日至 5月 10日辦理「我的心裡有個媽－母親節感恩週」活動，由參賽學生

自行設計感恩回憶小卡，寫下印象中養育自己的人對自己做過印象深刻的溫暖回憶，本

組並協助郵寄所有參賽者的感恩回憶小卡給養育自己的家人，真切地感受孩子的感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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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二、本校將於 108年 6月 25日（二）於中道樓國際會議廳辦理「第八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頒

獎典禮暨期末成果展」活動，屆時預計有全國各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小學等申請本

計畫者近百所學校蒞校參加典禮及成果展。 

三、本校與中華網絡創新協會合辦「服務教育與青年志工課程」第四梯次知能研習活動，預

計於 5/26（日）在成均館 C322 階梯教室辦理，總計校、內外報名人數 140 人。大一新

生完成上下學期服務教育時數及研習後，將可取得青年志願服務手冊，並於大二開始至

畢業前，逐步完成必修之 20小時青年志工時數。 

四、服務教育與青年志工課程，節錄課程施行作業規定重點事宜如下： 

（一）本校服務教育為必修、零學分課程，學生應於大一及在學期間完成下列項目，方

能符合畢業資格，敬請師長協助宣導： 

      1.大一上學期： 

         （1）依學號最後一碼（單/雙號）分配 

          a.A組-愛校整潔：完成每週 4 次「愛校清潔工作」。 

          b.B組-愛校服務：完成 32小時之校內志工服務時數。 

         （2）取得台北 e 大「志工基礎訓練」證書，未取得者無法參加特殊訓練。 

      2.大一下學期： 

         （1）依學號最後一碼（單/雙號）分配 

          a.A組-愛校整潔：完成每週 4 次「愛校清潔工作」。 

          b.B組-愛校服務：完成 32小時之校內志工服務時數。 

         （2）參加「志工特殊訓練」認證合格，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 

      3.大二以上青年志工時數： 

         （1）106 級（含）以前之學生，畢業前於「志願服務紀錄冊」至少登載 30 小時

服務時數，方能符合畢業資格。 

（2）107 級（含）以後之學生，畢業前於「志願服務紀錄冊」至少登載 20 小時

服務時數，方能符合畢業資格。 

   （二）學生從事校外志願服務悉應符合本校「志願服務施行細則」規範，事前應由本人或

志工運用單位填具校外機構志工需求表、家長同意書，經服務學習組核准後，方可從

事服務；完成後並應填寫志工活動成果報告書、時數證明及反思單等於期末至服務學

習組登載時數於志願服務紀錄冊。 

   （三）1.青年志工課程之開設是希望學生藉由服務他人而從中服務學習，培養個人特質及

人際溝通能力，另外，也希望能夠訓練團隊互助合作的精神，因為此為新課程學

生完成狀況不佳，故請導師們協助宣導大二以上學生個人畢業門檻的完成，請學

生自行至校務行政系統＞個人學習履歷＞學生學習地圖中查詢學生畢業門檻之

青年志工課程通過狀況。 

         2.青年志工時數登錄及紙本收件，本學期收件時間為 108年 5月 1日至 108年 5月

31日前，逾期者本學期不予登錄成績;詳細登錄流程請詳閱服學組網站說明。 

         3.大四（104 級）同學若於本學期未認證通過，將無法畢業，請同學務必於本學期

完成登錄。 

 

 

課外活動組 
1. 本校台灣文化研究社（學術學藝性）與吉他社（康樂性）於 3月 30-31日參加「108年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台灣文化研究社榮獲「特優獎」、吉他社榮獲「甲

等獎」殊榮。 

2. 中區原民生輔導教師團交流活動訂於 4 月 3 日（三）下午 3 時在生命教育中心會議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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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由中區區域原資中心暨南大學邀請幾位資深原民生輔導教師來本校座談，協助我們

原資中心的運作與發展相關事宜，將借原資中心預定辦公室空間提供輔導教師團參觀並

能供空間規劃等建議。 

3. 108學年度暑假教優營隊，本校共有兩隊報名：外文志願服務隊-魔力美語夏令營-嘉義縣

古民國小（108 年 7 月 1-3 日），台灣文化研究社-教育優先區營隊-雲林縣樟湖生態中小

學（108年 7月 8-10日） 。 

4. 107-2學年度由原資中心辦理的畢業生送舊聯誼餐敘，已於 4 月 29日（一）晚上 6:30在

S102 舉辦，當天有 20 幾位原住民學生參加活動，學務長亦以中心主任身份蒞臨會場與

原住民學生勉勵同歡，原住民學生在輕鬆歡樂的氣氛下彼此有好的交流互動。 

5. 107 學年度校內社團選活動已於 5月 8 日（三）下午 1:00-4:50 在綜合球場順利舉辦，校

長及林副校長蒞臨致詞並勉勵社團學生爭取好的成績。 

6. 108 年全國社團評選慶功晚宴已於 5 月 9 日（四）晚上 6:00 在成均館 C332 舉辦，校長

及林副校長宴請全國社團評選獲得優秀成績的 2 個優秀社團學生，也勉勵社團學生能繼

續努力為校爭光。 

7. 空手道社社長（傳播系）周柔秀同學參加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得空手道女子

一般組第四量級第四名。 

8. 鶴法研習社參加 2019年港都盃全國國武術錦標賽，榮獲一金、二銀、一銅 

9. 佳績，為校爭光!得獎名單如下： 

A. 陳賢倫、林志賢－男子組南拳對練第三名 

B. 楊博丞、柯穎融－男子組南拳對練第二名 

C. 陳冠蓁－女子組詠春拳第二名 

D. 柯穎融－大專男子組詠春拳第一名 

10. 鶴法研習社 5月 4日~5日參加 2019年中正盃國際武術大賽，榮獲： 

A. 楊博丞、柯穎融－青年組對練縱鶴拳牽打第一名 

B. 楊博丞－青年組南拳詠春拳第一名 

C. 楊博丞－青年組鶴拳縱鶴拳第三名 

D. 柯穎融－青年組鶴拳縱鶴拳第四名 

E. 董騰雅－青年組鶴拳縱鶴拳第四名 

11. 由聲色合鳴歌唱研習社主辦之 107學年度 NHU STAT 南華盃校慶歌唱大賽決賽，已於 5

月 15 日（三）1600-2000 在學慧樓 HB03 演藝廳舉辦，同學們都努力展現最佳的歌藝唱

出好歌聲。 

 

 

衛生保健組 
一、菸害防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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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革熱防治宣導 

 

（一）請各單位落實戶內外孳生源清除，澈底清除積水，

並回收或處理不必要的容器，以免孳生病媒蚊。 

（二）外出時應做好防蚊措施，穿著淺色長袖衣褲、身

體裸露部位塗抹防蚊藥劑，目前校內設有防蚊小木屋內有文宣及防蚊液提供使用，設置

位置如下。 

 

（三）登革熱（Dengue fever），是一種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這種病毒會經由蚊

子傳播給人類。如果患者感染到某一型的登革病毒，就會對那一型的病毒具有終身免疫，

但是對於其他型別的登革病毒僅具有短暫的免疫力（通常約為 2-9個月之間），過了這

段期間以後，還是有可能再感染其他型別。 

1.傳播方式： 

臺灣主要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為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及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

這些蚊子的特徵都是身體是黑色的，腳上有白斑（如下圖）。其中埃及斑蚊喜歡棲息於室內

的人工容器，或是人為所造成積水的地方；白線斑蚊則是喜歡棲息於室外。一天叮咬人的高

峰期約在日出後的 1-2小時及日落前的 2-3小時，此時到戶外活動請做好自我保護措施。 

2.發病症狀： 

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有些人感染登革熱時，症狀輕微，甚至不會出現生病症狀。而典

型登革熱的症狀則是會有突發性的高燒（≧38℃），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及出

疹等現象；然而，若是先後感染不同型別之登革病毒，有更高機率導致較嚴重的臨床症狀，

如果沒有及時就醫或治療，死亡率可以高達 20%以上，所以民眾千萬不能掉以輕心！發病後

的第 3~5天，若病情突然加劇，如發生劇烈疼痛、抽搐、昏迷、意識狀況及血壓改變等，須

注意是否進展為登革熱重症。 

3.預防方法： 

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澈底落實「巡、倒、清、刷」： 

（1） 「巡」─經常巡檢，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 

（2） 「倒」─倒掉積水，不要的器物予以丟棄。 

（3） 「清」─減少容器，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 

（4） 「刷」─去除蟲卵，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 

4.參考資料：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www.cdc.gov.tw/） 

 

三、校內健走路線宣導 

健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隨時隨地都可進行，不需要花錢，是全世界公認最方便、最

大眾化、最容易養成的健身運動。本校規劃有三條校內健走路線（短、中、長程），大家可依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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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時間及體能狀況，多走走，養成天天運動的習慣。 

 

 
 
 

學生輔導中心 

★心理諮商服務 

一、學生心理諮商輔導：提供校內學生個別諮商服務，可親至學輔中心或至校務行政系統進

行線上預約，後續將由中心專業輔導人員就學生議題進行介入性輔導，經評估學生如有精神

醫療之需要，將協助轉介進行心理治療等醫療服務；依照心理衛生三級預防處遇原則，提供

心理諮商或醫療機構心理治療服務（大林慈濟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嘉義聖馬爾定醫院）

進行處遇性輔導。而為維護學生諮商預約之權利及中心諮商時間安排，如已線上預約學生無

故原因兩次未到，則取消其線上預約資格（仍可以紙本申請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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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線上諮商預約系統-Web版校務行政系統 

 
 

二、導師轉介輔導：若學生心理議題已超越導師發展性範疇，可轉介至學輔中心由輔導人員

進行協助。導師若評估學生需要轉介，轉介前需先與學生進行初步談話與輔導，並告知學生

將予以轉介輔導；導師可至校務行政系統進行轉介預約動作。 

 

圖 2：導師轉介輔導系統圖示 

 
 

三、高關懷系統：為增進學輔中心、導師及導生之間的聯繫，如有接受學輔中心輔導之導生，

會於校務行政系統-導生輔導系統中亮燈顯示，不同顏色之旗幟代表關懷程度之高低，點選旗

幟則會出現訊息內容，以助導師瞭解學生狀況並予以關懷協助。 

選擇好預約，按

確認預約表示

「預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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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導師晤談輔導系統 

 
 

 

四、各學院專業輔導人員：為協助校內學生輔導工作，學輔中心與本學期開始實施學院專業

輔導人員機制，如若各學院導師有學生輔導等相關問題需諮詢，可與負責該院之輔導人員聯

繫。 

學院 輔導人員 分機 

管理學院 林琬真心理師 ＃1242 

人文學院 王素敏心理師 ＃1241 

社會科學院 曾琳方心理師 ＃1246 

科技學院 林俐彣輔導員 ＃1245 

藝術與設計學院 鄭泓鎂心理師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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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學生輔導小技巧 

 
 

★自殺防治 
每份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與守護，而世界的轉動因為你、我、他而存在，打開你的心、眼，關

愛自己與周遭的人，讓愛不間斷地傳遞著，使你與我都能成為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守護良伴。 

請記得 心安才有平安  當有心情鬱卒、想不開時，也能撥打 

24 小時免費安心專線  0800-788-995（請幫幫我 救救我） 

您我都是珍愛生命守門人 

守門人是指有意願並有機會協助與關懷他人，以預防自殺事件發生之人。 

守門人可以做什麼？守門人扮演著「關懷、支持」的角色，能夠在對方最需要關心的時候看

到當事人所發出求救的訊息，能在最需要的時間點給予鼓勵並提供資源協助，陪伴當事人度

過想不開的低潮期。 

請牢記守門人 12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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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導師業務 

一、導生活動費使用與核銷說明： 

（一）目的：為增進各班導師與導生互動，發揮導師功能，鼓勵導師辦理導生活動。 

（二）補助項目：各班導師辦理班會、聚會等各類型導生活動費用。 

（三）補助經費：每學期日間部大學部、進修學生班學生每人 100 元，碩士班 50

元。 

（四）表單：表格下載路徑→學輔中心網頁→導師專區→表單下載→導生活動費照片黏貼表，

依表單填入資料及檢附照片、導生活動簽到表。 

（五）核銷期限：本學期（107-2）核銷截止日 108年 6月 21日（星期五）下

班前。 

（六）申請核銷流程說明： 

1.備妥核銷用之表單：資料請提供正本一份及複印發票一份，正本依序排列：

（1）發票或收據；（2）活動簽到表；（3）活動照片黏貼表（會計室、
班級導師各留存一份）。 

2.收據請蓋店章和負責人章；或發票請打上本校統一編號 08628737，有關憑證種類說

明，可至學輔中心網頁瀏覽（導師專區→表單下載→收據或發票憑證種類參考說

明）。 

3.相關表單彙整後送至學輔中心進行核銷作業，如有核銷問題請電洽承辦人林俐彣組

員（分機 1245）。 

 

二、導師維護輔導紀錄（導生輔導資訊系統）： 

（一）請各位導師於辦理導生活動、學生生活、關懷輔導、曠課關懷、家長聯絡後請務必進

入該系統進行記錄填寫。 

（二）學生如有情緒、人際、精神等嚴重問題，導師介入輔導後仍無法處理之學生，敬請利

用導生輔導系統進行學生轉介，由學生輔導中心介入處理，亦歡迎各位導師與學生輔導

中心保持密切聯絡（林琬真心理師，分機 1241；王素敏心理師，分機 1242；鄭泓鎂心

理師，分機 1243；曾琳方心理師，分機 1246）。 

 

三、辦理導生班會： 

  依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二章第七條第 4款規定，導師應明訂每週導師時間 2小時，

每學期安排 6 次班會，每學期初應與導生共同討論該學期導師時間之活動，並做成實施計畫

表，公告所屬導生知悉，並設法了解班級動態，同時於辦理班會後進入導生輔導資訊系統班

會紀錄表。相關辦理班會、繳交資料事宜說明如下： 

1. 每次班會活動後，煩請導師填寫導師時間記錄表，並於 Web 版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系統

→教師關懷區→導師維護輔導紀錄→導生活動紀錄中，登錄相關記錄與上傳活動照片。  

2. 導師時間紀錄表（班會紀錄）應裝訂成冊，須檢附的資料、裝訂內容與順

序如下： 

A. 導師時間紀錄冊封面 

B. 導師時間計劃表 

C. 導師時間紀錄表（可於Web版校務行政系統- D→學務系統→導生輔導系統→查

詢導生活動紀錄，列印每次活動紀錄，檢附於每次導師時間記錄表之後；或可下載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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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表格填寫。導師時間計畫表請於 108年 3月 15日（五）前、導師時

間紀錄表請於 108 年 6 月 14 日（五）前陳系主任簽核，由系辦公

室統整後擲交學生輔導中心。 

 

班級導師業務 Q&A 
 

Q1：擔任班級導師，每學期初需要繳交哪些資料呢？ 
A1：需繳交「導師時間實施計劃表」。 

依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二章第七條第 4 款規定，導師應明訂每週導師時間 2 小時，每

學期安排 6 次班會，每學期初應與導生共同討論該學期導師時間之活動，並做成導師時間實

施計劃表，公告所屬導生知悉。導師時間實施計劃表需於開學後第 4 週前送交系辦公室後陳

系主任簽核後，由系辦統整後擲交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Q2：導師時間紀錄表需於何時繳交？ 
A2：需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期末考週前）繳交。 

導師時間紀錄表連同封面及計畫表須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期末考週前）陳系主任簽核後，

由系辦公室統整後擲交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表單須繳交正本。 

 

Q3：導師時間紀錄表如何繳交？ 
A3：每次班會活動完成後，導師須填寫「導師時間記錄表」，填寫方式有兩項路徑可選擇： 

第 1 種為線上系統填寫：於 Web 版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系統→教師關懷區→導師維護輔導紀

錄→導生活動紀錄，登錄相關記錄與上傳活動照片。 

 
第 2種為下載word表單填寫：於學生輔導中心網頁→導師專區→表單下載→導師時間紀錄表。

word電子檔下載網址： 

http：//studentscc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17 

完成 6次班會活動後，將導師時間紀錄表裝訂成冊，裝訂內容與順序如下；表單須繳交正本： 

（1）導師時間紀錄冊封面 

（2）導師時間計劃表  

（3）導師時間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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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導生活動費使用上有何規範？ 
A4： 

1.補助項目：各班導師辦理班會、聚會等各類型導生活動費用。 

2.補助經費：每學期日間部大學部、進修學生班學生每人 100元，碩士班 50元。 

3.使用期限：每學期結束當週（期末考週），須檢附單據、簽到表及照片共一式 2份。 

 

Q5：如何申請核銷導生活動費？ 
A5：須檢附單據或發票、導生活動簽到表、導生活動照片正本 1份（另複印 1份發票），於每

學期結束當週將相關表單彙整後送至學輔中心進行核銷作業。 

表單填寫有兩項路徑可選擇： 

方式 1：使用「Web版校務行政系統（路徑：教師系統→教師關懷區→導師維護輔導紀錄→導

生活動紀錄）」，依路徑填入資料及上傳照片後，列印導生活動紀錄表單，及檢附導生活動簽

到表。 

方式 2：使用「Word版導生活動費照片黏貼表（路徑：學輔中心網頁→導師專區→表單下載→

導生活動費照片黏貼表）」，依表單填入資料及檢附照片、導生活動簽到表。 

★有關憑證種類說明，可至學輔中心網頁瀏覽（導師專區→表單下載→收據或發票憑證種類參

考說明）。 

 
Q6：導師與導生進行個別輔導晤談後，如何建立輔導紀錄？ 
A6：於 Web 版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系統→教師關懷區→導師維護輔導紀錄→輔導晤談紀錄，

登錄輔導紀錄。其圖示如下： 

圖 1 圖 2 

 

 
挑選學生名單，按「填寫輔導晤談紀錄」 

圖 3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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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即時發送簡訊給學生，可按下簡訊圖示按

鈕 

 
如果要查詢學生聯繫資訊，可按下文件夾圖示按

鈕 

圖 5 圖 6 

 
填寫輔導晤談畫面 

 
查詢個人輔導晤談紀錄 

圖 7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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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紀錄表系統列印的格式 

圖 9 

 
導生活動紀錄系統列印的格式 

 

Q7：班級導師須出席導師會議嗎？ 
A7：依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四章第十四條規定，每學期至少辦理二次導師會議，全校

導師均須出席，如有要事不克參加，須事先告知院導師及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家族導師 

為強化導師輔導與縱向連繫的功能，帶動系所學長姐經驗傳承，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及培

養其健全人格，本校特訂定南華大學家族導師制度實施要點。其中家族導師聘任與家族成員

配置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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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系所至少二位教師擔任家族導師，組成二組家族小組，並以系所無擔任班級導師之專

任教師為優先對象，家族導師組成由各系系務會議決議後決定實施名單。 

二、依據本實施要點第二條，家族成員編組係以大學日間部一至四年級學生（含延修生），採

跨年編組方式組成家族小組，以 10-20位學生組成一個家族為原則，每一家族設置一位家

族導師。 

三、家族導師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家族聚會，可採演講、座談、參訪、聚餐、 聯誼等多元化

活動方式辦理。 

四、家族導師主要工作與職責請參閱本校家族導師制度實施要點第三條規定辦理。 

五、依家族導師實施要點第七條，家族導師為榮譽無給制，但會鼓勵系所教師擔任家族導師，

故將依實施成效納入本校教師評鑑，於 S項目給予 15分之積分。 

六、請以系為單位繳交以下表格 

（一）請於學期初 03月 06日前完成家族導師編組名冊， 

（二）請於學期末 06月 03日完成家族導師輔導紀錄表及家族導師活動紀錄表， 

    以上表格皆須經家族導師及系主任簽章後，送至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進行彙整。 

七 、 家 族 導 師 辦 法 請 參 閱 學 生 輔 導 中 心 ， 法 規 與 會 議 紀 錄 網 頁 ：

http://studentscc2.nhu.edu.tw/files/archive/1034_95c8d79d.pdf。 



南華大學 107-2-2 全校導師會議 

39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全校導師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0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3 點~5 點 

二、會議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三、會議主席：林聰明校長  

四、出席人員：依簽到表所示（略） 

五、校長致詞：  

各位主管同仁、導師大家好。今天會議感覺出席的導師較少，全校導師會議

一學期召開二次，很多重要事情會在會議上宣導，請導師協助轉達學生或與學生

溝通，因此，請導師盡可能不要在導師會議時間排會或排課，盡量出席導師會議。 

有關本次招生狀況，個人申請部份已截止申請時間，計有 18 位新生放棄。

而在選填志願上，過去方式一般高中生可以選填 6 個志願，但現教育部另開放 5

個志願可選填科技大學，故高中生有 11 個志願可選填，此舉將影響招生困境，

但不管教育部政策如何，大家還是要穩住，積極招生。6/15 舉辦個人申請的親師

座談會，希望大家多多參與，與學生家長互動，留住學生。6/1 是畢業典禮，希

望大家多與畢業生加油打氣，畢業生是學校最好的產品的推銷員，對學生照顧周

全，學生就會幫學校宣傳，增加招生機率，反之，若是照顧不周，就會產生反效

果了。 

另外，今年暑假各學院辦理新生先修營隊，如管理學院辦理潛能開發營隊，

鼓勵新生盡量參加，今年的營隊不同以往，改用動態活動的方式，目的希望能讓

新生盡快融入校園，適應新環境。最後請各位導師協助宣傳海外學習部份，鼓勵

學生多參與。以鄭州大學為例，中國大陸對於海外學習經費補助相當充裕，目的

也鼓勵中國學生多出國學習，預計寒假會有各 30 位學生到本校民音系及視設系

交換進修。因此，希望導師多與學生宣導，鼓勵學生參與，拓展國際視野。 

 

六、導師知能研習：科技驅動與職能培育-臺中科技大學企管系  黃孟儒助理教

授（略） 

 

七、重要業務報告：  

1.資訊中心-陳立奇組長：宣導使用校園資通訊系統暨網路注意事項，參見手冊第

19-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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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務處-楊思偉副校長： 

教務處報告請參閱手冊第 15-17 頁，其中有關期中預警部份，教務處已於 4

月 29 日起 E-Mail通知預警學生線上查詢預警科目、Office Hour 預約輔導及課程

棄選申請時間等相關事宜，並郵寄預警三科以上信函通知家長，及提供外籍生預

警名單以供國際學院協助通知。麻煩各位導師協助多加輔導預警學生。 

 

3.產職處-林辰璋副校長： 

（1）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及雇主滿意度調查，今年仍規劃永續中心為 Call Center，

開放時間為 6 月 11 日至 8 月 30 日止，產職處將安排各院系所於 6 月 11 日

至 7 月 11 日之週二至週四進行電訪調查。為獎勵各系所配合執行調查，於

108 年 7 月 14 日前完成（畢業生流向調查畢業滿一年、三年及五年等三份

問卷）調查率皆達 95%以上之系所，給予系所調查獎勵金，獎勵金標準依

該系完成問卷填答畢業校友人數計算，以 1 人 20 元之計算方式給予。 

（2）為提升校園創新創業文化，鼓勵學生創新實踐，敬請導師協助推廣，校內

有志創業師生團隊，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目前

產職處已鎖定幾個團隊，積極培育，如有師生團隊亦有興趣申請「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每團隊可申請 50 萬元創業基金補助），可與產職處創新育

成組連絡。 

（3）請各位導師協助宣傳佛光山法水寺暑假實習申請，原本 5/28 截止，但為鼓

勵更多學生參與海外實習，故將此申請延後至 6/5 截止，本次實習以大三

學生為主，實習時間自 108 年 8 月 6 日至 6 月 6 日止，基本條件是具備通

過 50 音能力即可申請，拜託各位導師協助鼓勵學生申請。 

 

4.學務處-王伯文副學務長： 

（1）暑假期間因文會樓及麗澤樓學生宿舍將進行工程維修，故今年暑假僅開放

南華館提供暑假有住宿需求的同學，自 108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7 日止受理

網路申請；暑假期間住宿時間：6 月 30 日起至 8 月 30 日止。 

（2）關於導師業務部份，配合會計室學期經費結報作業時程，請各位導師協助

配合務於 108 年 6 月 21 日下班前提供導生活動費結報資料，以便進行核銷

作業。另，有關導師班會紀錄表，亦請導師務於 108 年 6 月 14 日前經系主

任簽核後擲交至學生輔導中心，其他相關訊息，煩請導師參閱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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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合座談：  

Q1 資工系-蔡加春老師：提出兩點：第一點有關獎助學金部份，因獎助學金

領取會依照班級學生數百分之 10 的比例計算，容易造成成績優秀的學

生會因人數比例限制而影響獎助學金領取，間接影響學生去留想法，是

否可檢視比例問題。第二點是有關成績給分問題，因有同學成績為 59

分，且學生本人也不清楚 59 分的給分比例，建議是否可讓成績更透明

化，將評分標準說明清楚，避免學生及家長對於給予 59 分有諸多猜測

及其他感受。 

A1-1 林聰明校長回覆： 

獎助學金部份在此與各位導師說明，學校國立收費方式，一年就需很多

的經費，再加上獎學金、免費住宿等，是筆相當高額的經費，若獎助學

金要從 10%提高 20%，就會影響其他項目的支出，因此為讓各個項目能

較平均的使用，權衡之下，設定 10%的比例是較為符合的。另外 59 分

的問題，在此也希望各位導師授課給分時，能留意這些細節。 

Q2 視設系-葉宗和老師：接續獎助學金的問題，因也發現有些課程會拆成不

同組別上課，但可能會因授課教師評分標準，或是修課同學程度差異，

而造成認真的同學或成績優秀的同學會因為 10%比例的因素而無法領

取獎助學金，最後就是會影響學生考慮其他學校就讀的想法。 

A2-1 郭玉德主任回覆：葉老師所提的情形應是英文課，因為英文課有分級

的，依照級別不同做能力分班，有關成績評分部份，另再檢討。 

A2-2 林聰明校長回覆：有關成績評比的部份，再請教務處、通識中心、語文

中心檢視。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