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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全校導師會議議程 
 

時間：107 年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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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15：15 校長致詞 

15：15～15：20 頒獎：106 學年度（第八屆）傑出及優良導師 

15：20～15：25 頒獎：107 年度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珍珠導師 

15：25～16：05 

導師知能分享：106 學年度（第八屆）傑出及優良導師 

傑出導師：科技學院生技系林俊宏老師 

優良導師：人文學院外文系趙美玲老師 

          藝術與設計學院建景系方芷君老師 

          社會科學院應社系劉玉鈴老師 

          管理學院文創系賴文儀老師   (按姓名筆劃排序) 

16：05～16：25 

成果分享： 

107 年度培育珍珠學生計畫： 

1. 重建心力量 打造在地老化_珍珠計畫 

2. 舞臺上的新星 

I/WE CAN 計畫： 

1. 尋音天使 

2. 以禮交流，撫慰悲傷 

16：25～16：35 重要業務報告 

16：35～17：00 綜合座談 

17：0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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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第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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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兩個問題，其一本學期擔任大

一導師，新學期開始，使用校務行

政系統簡訊功能聯繫導生時，發現

有些學生可使用簡訊功能有些學

生無法，另也希望可增加家長簡訊

功能。其二為 TA 問題，教發中心

規定 TA 工讀月份為 10/1 起至

12/20 止，但事實上 TA 的工作時程

是從課程開始到結束，因此實際工

作的時間與規定的時間不符合，此

部份該如何配合？ 

資訊中心廖怡欽主任：因涉及學生個人資料，

如果輸入正確的資料，系統就會呈現，若學生

無輸入資料，系統就無法呈現，也就無法使用

簡訊功能。 

教發中心施美淑組長：因 TA 費用來源為高教

深耕計畫，配合計畫核銷時程必須在 12 月底前

執行完畢，且因學生常會拖延資料繳交的時

間，其次原因為勞退費用部份，若為實際執行

的時程，則會多出一個月的勞退費用，因此才

會將時間會訂在 10/1～12/20 區間。 

管

理

學

院 

釋

知

賢 

反應三個問題，首先反應網路問

題，外籍生使用校內 網路時需要

不斷輸入帳號密碼，且網路訊號不

好，常會斷訊必須不斷連線。其次

是反應學校網頁問題，發現網頁的

內容比起其他學校較顯無趣，影

片、照片或是活動成果都無法好好

的呈現，是否能在網頁內容的呈現

上較有彈性或是豐富性。最後是有

關學生使用數位工具的習慣，因為

現在很多學生都不太收電子信

件，所以老師聯繫學生時多使用

line 或 FB，在此部份是否有更快速

的方式？ 

資訊中心廖怡欽主任：因目前有新舊兩個系統

可使用，不同區域可能會使用不同的系統，如

果超過也會顯示需重新輸入帳號密碼。其次有

關網頁問題，因先前合作的廠商倒閉無法再提

供服務，目前所使用的網頁是資訊中心同仁協

助建置。 

林聰明校長：請持續改善。 

人

文

學

院 

楊

國

柱 

生死系-楊老師：反應學生線上請假

問題，學生課堂出席列計考核分

數，因此要求學生請假必須提出證

明，否則會扣分，但因現在改為線

上請假，學生反應無法上傳請假證

明作為佐證，是否可協助改善功

能？ 

資訊中心廖怡欽主任：學務處可提出系統修正

需求單，資訊中心可全力配合修正。 

王伯文副學務長：本案為去年寒假共識營中提

出討論，因少紙化改用線上請假，又因涉及法

規已在學生事務會議提案討論，後經決議修訂

法規取消紙本請假改由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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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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科

學

院 

鍾

志

明 

由於竊案頻傳，是否可能在

教學大樓增加裝設監視

器？ 

總務處 

〔總務處〕 

1.本校為有效管理全校監視系統，充分發揮

效能保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運用，避

免人格權受侵害，維護校內師生安全。各單

位為維護辦公及教學空間內、外之安全得申

請裝設監視系統，必須經審查小組審議通過

後始得設置。 

2.本校已裝置 378 處攝影機 24 小時錄影，其

中 63%為高解析度攝影機，每年持續進行增

設及系統升級，每月定期維護保養。 

3.如有需增設監視器，可向相關單位提出申

請，並送監視系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可

裝設。 

管

理

學

院 

洪

嘉

聲 

建議不要列印紙本資料，以

節能減炭 
學務處 

〔學務處〕 

導師會議其會議內容涵蓋全校各處室各類業

務宣導較為繁複，且為因應各式評鑑書面資

料所需，故印製會議手冊便於會議參閱，而

為配合減紙化，自下學期起，將手冊及紀錄

掛載於學輔中心-導師專區網頁，餘均將酌量

印製提供。 

管

理

學

院 

郭

東

昇 

本系新生（導師涂瑞德）被

安排與外籍生同住，產生生

活習慣不同問題，並有同學

反應金錢與物品遺失。新生

穩定性尚低，建議安排換房

間。 

學務處 

〔學務處〕 

原則上宿舍安排以同系、同班為原則，然因

床位有限且同學申請住宿時間差異，致部分

餘床之安排不易，導致上述情形，可請同學

至生輔組，我們會瞭解學生實際狀況後盡快

協助處理。 

人

文

學

院 

張

淑

玲 

學生想參加海外交流或實

習活動，雖有補助但是需先

自行墊費用，對家中負擔很

大，有學生因此放棄，是否

能提前撥款？ 

國際 

學院 

〔國際學院〕 

1.因生活費計算上有匯差問題，目前執行上

是以出國當天核算。 

2.若學生需要先支領部分海外獎勵金費用，

經與會計室討論後，可執行方式為預估來回

機票費+生活費（以美金匯率 30 估算）的總

額，於通過海外獎勵金會議審核後，先核算

其中 5 成費用給學生，檢附文件須：1）. 機

票預估金額+航班行程，或是 2）.實際機票

收據+航班行程。回國後須再檢附收據正本

與核銷文件，方能核撥剩下的 5 成經費。 

舉例來說：A 生獎勵金額度為 3 萬元，預計

前往菲律賓 15 天語言進修，提供旅行社預估

機票金額為 1 萬元，生活費預估為 14,795

元，總額為 24,795 元，先核算 5 成 12,397

元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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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導

師 
提案內容 

主責 

單位 
單位回覆 

3.根據「南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獎勵要點」

規定，此獎勵金是提供學生進行海外學習使

用，且第七條第（一）、（二）項規定，領

取海外獎勵金的同學必須於本校完成學位。

若學生當次申請的活動未能成行，或未於本

校完成學位，即為不符使用資格，須將已撥

款的獎勵金全額繳回本校。 

人

文

學

院 

楊

國

柱 

為實踐永續校園之目標，本

校在各樓層設置有資源分

類之回收桶，但據清潔人員

表示，不少學生丟擲垃圾並

未按照分類指引，以至於垃

圾集中運送資源回收場，又

須重新分類一次，亟待謀求

改善之道。 

總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本校資源回收分類行之有年，在各樓層均設

置有資源分類之回收桶且清楚標示，請各相

關單位於活動（上課）時多加宣導。 

 

〔學務處〕 

1.加強於校內宣導，養成垃圾分類習慣。 

2.將請大一各系小組長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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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務處 

註冊暨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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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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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課程初選時間 

1.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初選時間：107/12/24（星期一）上午 7 點至

107/12/28（星期五）下午 5 點。 

2.請授課教師務必於 12 月 21 日前將授課大綱（F-M）上傳完畢。 

「我的學習地

圖」課程 

1.教務處設計了五個簡短問題及一題開放的質性問題，希望導師們能給予

辛苦的教學行政同仁回饋，使他們能改善且進步，讓學生的規劃及學習

更完善。此回饋連結及 QR code 如下（https://goo.gl/9vo334），

 
2.教務處提供學期末之評分標準供導師參考，導師請針對學生之能力養成

計劃結果做輔導，使學生了解四年學習之規劃，並於學期末於時間內上

網登錄學生成績。評量進行的方式可以依據個別晤談、上課之回饋及表

現、ＵＣＡＮ養成計劃規劃的內容等方式進行，ＵＣＡＮ之職能養成計

劃是評量的重要參考。另外，教務處提供之評量方式只供老師參考，老

師可以依系上專業需求及學生特殊性另訂評量方式。路徑及連結如下：

教務處網站→下載專區→註冊及課務組→課務組表格

（https://ppt.cc/fJNaXx）。 

成績登錄 

1.請老師審慎處理學生成績評量事宜，務請依據授課大綱所訂定之評分項

目及配分比率詳實記錄，具體給分（建議評分項目包含平時小考、期中

考、期末考、各類作業、報告、出缺席情形及課堂表現等）。並建請於繳

交期末成績至教務處之前，事先公告成績供修讀學生週知，如有疑義可

事先處理，減少事後成績更正作業之不便。 

https://goo.gl/9vo334
https://ppt.cc/fJNa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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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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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老師於 108 年 01 月 09 日（期末考首日）至 01 月 22 日上網完成本學

期學士班成績登錄；於 108 年 01 月 09 日至 01 月 29 日完成博、碩士班

成績登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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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品保組 
事項 內容說明 

教學意見調查教

師回饋 

107 上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教師線上填寫回饋時間為 107 年 01 月 31

日至 108 年 02 月 27 日。 

期中預警 

1.教務處已於期中考後第二週起，郵寄預警三科以上信函，轉知家長知悉；

並 Mail 通知預警學生線上查詢預警科目之系統路徑、Office Hour 預約輔

導等事宜。 

2.針對學校所發之預警信函的學生，請導師協助與同學進行面談輔導，瞭

解影響學習成效之主因以及課業補救要點，於系統登錄輔導紀錄，作為

日後追蹤評估輔導成效之參考，並得針對學習困難若為心理、情緒或適

應困擾之學生，輔介至學輔組進行個別心理諮商。 

曠課扣考 

1.「學生曠課扣考作業」系統開放時間自 107 年 10 月 24 日至 12 月 21 日

止。 

2.學期中某科目曠課累計時數已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學生，系統「教

師專區」之科目點名單中予以扣考提示，請授課老師在期末考 2 週前依

輔導成果決定是否扣考。 

3.系統至少要有 2 筆輔導紀錄才能執行，請老師列印「扣考確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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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 

大二至大四學生「校園學習與生活經驗問卷調查」延長填寫至 12 月 31 日，

本問卷調查為瞭解學生在本校六項核心能力、學習效能、生命自覺以及大

學學習生活等經驗與感受，敬請導師鼓勵學生踴躍填寫。 

 

 

貳、總務處 
一、交通安全： 

（一）校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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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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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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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因應外籍生住宿調整、

火車班次大改點及近期購入大型校車（47 人座）等，將進行班次修定及時段調整，並

提出相關會議討論決議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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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利用。 

（三）「興學紀念館」興建已屆完成，但仍有少部份工程持續進行，三好路末端（西側門）

仍常有工程車輛通行、停放，故其欲徒步前往田徑場或多供能集會所或香積齋餐廳之

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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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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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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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於無盡藏 W101

郵務代辦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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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於本宿舍內進行雲嘉地區唯一乙組「鮮食自動販賣機」設備建置（商品多達 75 種，

如三明治、飯團、…等），預計於下學期建置完成，屆時將進行公告啟用。 

（四）為配合本校智慧校園之無現金校園政策，已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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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文會樓蓮想食坊「正北園麵食館」，已於 11 月 26 日（一）起增加販售豆花、冰品

及飲料等營業項目，歡迎師生同仁多加前往選擇消費。 

三、學位服借用情形說明： 

（一）107 學年度已採購學士服（S 尺寸）100 套新品。 

（二）107 學年度目前已借出 1155 套（學士 1025.碩士 130），11/24 日周六辦理碩專班補借用

碩士服。 

（三）本學期學位服辦理借用時，進行尺寸借用宣導，已無尺寸不足問題；另已採購新學士

帽 400 頂及學士披肩 500 條，作為配件汰舊換新之用，已滿足學生借用所需。 

（四）本校學位服管理作業要點已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 107-1 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修訂清洗費用為清潔管理維護費。 

2.為縮短學位服回收時程，修訂逾期金為每日每套 50 元;最高逾期金以學位服訂製金額為

上限。 

四、節約能源：本校為永續發展，響應愛地球節能減碳，各棟大樓走廊燈均設有日間模式及

夜間模式。如有活動或參訪可向本處事務組申請走廊燈全開，或有臨時需求可直接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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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開燈（包含夜間時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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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校務行政系統暨校園網路注意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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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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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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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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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防範資料請參閱資訊中心網站，資安教育訓練專區內各項說明。 http：

//ic.n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5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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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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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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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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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法律常識，請參考相關宣導資料。http：//ic.nhu.edu.tw/web/url.php?class=102 

九、本校校務系統操作詳細說明文件請參考教職員訓練專區。http：//std.nhu.edu.tw/web/study/ 

 

【免費文書處理軟體】 
小小的改變，大大的節約，鼓勵校內教職員生，以免費軟體取代微軟軟體。 

一、ODF 開放文件軟體 

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於 2009 年 1 月將開放文件格式（ODF） 標準訂為國家標準

（CNS15251），原行政院研考會於 2009 年 2 月公告 ODF 格式為公交電子交換附件格式

http://ic.n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5
http://ic.n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5
http://ic.nhu.edu.tw/web/url.php?class=102
http://std.nhu.edu.tw/web/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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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一）開放文檔格式（Open Document Format，簡稱 ODF） 

1.ODF 是免費的試算表、圖表、簡報和文書處理文件軟體的電子文件。 

2.ODF 優點：可免費下載、格式開放、跨平台、跨應用程式的特性、可與國際間交

換、適於長久保存並可避免版本升級衝突，目前全球有許多政府單位及企業公開

宣誓改用 ODF 做為正式文件交換與儲存標準，以避免重要資訊遺失。 

3.目前 Google Docs（免費軟體）、KOffice、Lotus Symphony、OpenOffice、LebreOffice 

（免費軟體）、Sun Plugin、Clever Age 及 MS Office（2007 SP2 以上）均有支援

ODF 檔案格式。 

4.最常見的開放格式被用來做為開放文件的文件種類有： 

  *.odt 文字文件（text）：Microsoft Word、Libre Writer。 

  *.ods 試算表格文件（spreadsheets）： Microsoft Excel、Libre Calc。 

  *.odp 簡報文件（presentations） ：Microsoft PowerPoint、Libre Impress 

  *.odg 繪圖文件（graphics）： Libre Draw。 

（二）開放文件相關軟體下載 

1.LibreOffice 官網：http：//zh-tw.libreoffice.org/ 

2.OpenOffice.org 官網： http：//www.openoffice.org/zh-tw/ 

3.校內下載平台 http：//free.nhu.edu.tw，提供自由、免費軟體（帳號密碼為登入校務

行政系統的帳號密碼）。 

 

http://zh-tw.libreoffice.org/
http://www.openoffice.or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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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軟 Office 365（Office 線上版） 

Office 365 是以使用雲端服務為前提而設計。只要選擇雲端作為儲存資料的位置，即可

跟他人之間的溝通、提升群組工作。 

（一） Office 365 的服務 

1.適用多種裝置：無論是行動中的智慧型手機、公司的 PC 或家中的 Mac，Office 365 

都能讓您透過每天使用到的各種裝置閱讀或編輯文件、收發郵件及進行資訊共

享。 

2.毀損及意外應變能力強，安全且令人安心的環境：萬一發生意外或毀損，也無須

擔心您的資料會遺失。 

3.支援各種工作型態：只要使用 Office 365 雲端服務，您所到之處即成為您的辦公

室。 

4.支援多種應用程式： Outlook、Word、Excel、PowerPoint、OneNote、SharePoint、

Team、Class Notebook、Sway、Forms 

、線上 App。 

（二）南華大學微軟 Office365 使用說明 

網址：office365.com 

登入帳號：email（例如：xxxxxxxx@nhu.edu.tw） 

密碼：#身分字號（例如：#Q123456789），登入後請變更密碼 

 

 
 

三、Google 文件 

Google 文件的檔案格式，包括 DOC、XLS、ODT、ODS、RTF、CSV、PPT 等，除了

上傳原本的文件外，也可以直接在線上編輯文件、試算表和簡報，完成後直接儲存在網

路上，讓使用者隨時隨地都能使用，也可 以發布在網路上，甚至能邀請共同編輯或檢

視，使用範圍相當廣泛，試算表也可做成問卷形式。 

（一） Google 文件的服務 

1.從頭建立基本文件：可以輕鬆執行所有基本動作，包含製作以項目符號標記的清

單、按欄位排序、新增表格、圖片、意見、公式、變更字型和使用其他功能 。 

2.上載現有的檔案：Google 文件接受最常用的檔案格式，包括 DOC、XLS、ODT、

ODS、RTF、CSV、PPT 等。 

3.可共用文件：被邀請進行編輯或檢視的人只要登入，就可以馬上存取編輯者的文

件、試算表或簡報。 

4.與其他人即時進行編輯及簡報：可以讓許多人同時檢視和進行編輯。共用試算表

上會出現螢幕交談視窗，而文件修訂版本則會明確顯示進行了變更的人員、內容

http://office365.com/
http://office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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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時間。 

5.隨時隨地可變更和存取文件：無需下載任何檔案，即可從任何設有網路連線和標

準瀏覽器的電腦存取您的文件、試算表和簡報。 

6.安全地儲存編輯的內容：線上儲存和自動儲存功能。 

7.輕鬆儲存和匯出副本：將文件和試算表以 DOC、XLS、CSV、ODS、ODT、PDF、

RTF 和 HTML 格式儲存到電腦上。 

8.可作為線上問卷功能。 

（二）南華大學 Google 文件使用說明 

網址：https：//www.google.com/accounts/NewAccount 

登入帳號：email（例如：xxxxxxxx@nhu.edu.tw） 

密碼：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 

   
 

 

肆、國際及兩岸學院 

  

  

 

http://office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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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5 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優良學程評選，申請

人文社會與文化創意領域全國共計 39 件，本校幼教系「幼兒藝術教學師資培訓學程」

計畫書內容規劃完備，並提升學生實務力及就業力，學員參與學程課程率達 100%，

就業率亦達 100%，學員畢業後有 7人赴新加坡就業，另 12人均在國內幼教業任職，

獲得極高的肯定，脫穎而出，評定為優良學程並獲得獎勵金 15 萬元。感謝幼教系劉

惠君老師為學程的不辭辛勞的付出，並為校爭光。108 年度就業學程約 3 月中旬開

始申請，計畫領域別為流通業、財務金融、經營管理、數位內容與資訊、觀光與餐

旅服務、醫療保健與照顧服務、人文社會與文化創意、造型與時尚設計、營建工程

與機電、生態環保與生物農業科技相關產業等十大領域，請各學系踴躍提出申請。 

(二) 本校「南華大學辦理學生實習獎勵要點」，於107年7月9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

政會議通過修訂，審查結果依總分高低排序，擇優錄取前6名，由產職處簽請校長核

定後，頒發獎勵金。獎勵要點提高獎勵金額度，並增列獲獎的學系均應加强新聞宣

傳，提升各實習課程的特色及效益。獎勵金提高為第一名10，000元；第二名8，000

元；第三名6，000元；優良獎三名5，000元。截止收件日期為12月18日，評選日期

為12月26日，公告獲獎學系日期108年1月8日前。詳細辦法公告於職產處官網，http：

//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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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職處每年辦理提升教師輔導知能工作坊，及蒐集公告校外單位辦理教師輔導知能

工作坊之活動資訊，每位職涯導師每學年須參與相關輔導研習 12 小時，以利增進職

涯導師專業輔導知能。 

（二） 對有意長期擔任職涯導師者，優先補助參加 GCDF 諮詢師或 CPAS 顧問諮詢師等相

關證照研習並輔導考照。 

（三） 2019 年校友回娘家活動日期訂於 108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請各學系即日起可開

始邀請校友。亦請各位請各位導師們協助透過各社群方式廣邀畢業校友回校參與活

動與師長及同學敘舊，讓校友親自感受母校的蛻變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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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組 
（一） 推動教師參與產學專業知能研習或專業交流活動及取得專業證照，開創產學合作機

會、增進實務能力。補助項目包括報名費（含學費）、交通費、住宿費、雜費等，每

人每學年國內以補助新台幣 4 千元，國外以補助新台幣 1 萬元為上限。考取專業證

照補助每人每學年 4 千~1.2 萬。106 學年度有 26 位教師申請研習、證照補助，共獲

108，892 元補助，歡迎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二）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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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21 日辦理專利

http://iaccd.nhu.edu.tw/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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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交流會，與會教師反應熱烈，未來將規劃安排不同領域的說明會，以提升教師

專利申請的知識與動力，歡迎老師多加運用。 

（三） 本校與企業簽署產學合作協定有 290 家，提供各導師產學合作、學生實習、業師協

同教學、企業參訪等運用，也歡迎各導師有產學關係網絡者，可促成與本校簽訂產

學合作協定，推進產學實質合作。簽約廠商相關訊息請上產職處官網頁查詢 http：

//iaccd.nhu.edu.tw 

 （四） 本學期舉辦 6 場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感謝各位老師協助參與，帶領學生聽講座。

下學期講座將盡速公布，以提供教師安排，融入課程教學，提高演講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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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職稱 講題 時間 

李安邦 

加拿大統加集團總裁 

前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海外創業和接班傳承經驗 
已於 09 月 27 日舉辦 

陳明璋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長 

南華大學講座教授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創造台商的未來願景 
已於 10 月 18 日舉辦 

盛治仁 
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 

前文建會主委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台灣觀光業的未來 
已於 10 月 30 日舉辦 

彭君平 憶聲電子董事長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我在兩岸的創業與經營事

業經驗 

已於 11 月 15 日舉辦 

吳誠文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前清華大學副校長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AI與台灣產業的未來 
已於 11 月 30 日舉辦 

莊錫山 汶萊台灣商會名譽會長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我在汶萊在創業與經營事業

經驗 

107.12.13（四）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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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財務金融系趙永祥老師所指導的「Golden Smart創業團隊」，由企管系韓曉婷同學

與馬來西亞籍彭志海同學，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主辦「107年雲嘉南地

區大專以上青年創新創業競賽」，在嘉雲南地區大專院校18隊參賽團隊中脫穎而出，在

競爭激烈的決賽中獲得評審青睞，並榮獲第一名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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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師生團隊在心中埋下創新創業的種子，推動

校園創新創業文化和精神，讓學校的教育功能得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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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accd.nhu.edu.tw/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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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創業楷模講座 

場次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時間 

1 王伯綸 
天明製藥（股）公司 

董事長 

【創業楷模講座】 

正心正念，開啟中醫藥業無限

可能 

已於 09 月 28 日

舉辦 

2 賴本智 
展壯園藝公司 

總經理 

【創業楷模講座】 

讓蘭花王國綻放異彩 

已於 10 月 09 日

舉辦 

3 陳錫蒼 
怡利電子工業公司 

董事長 

【創業楷模講座】 

白手起家，闖出集團事業一片

天 

已於 11 月 20 日

舉辦 

4 黃士軍 
程曦資訊整合公司 

董事長 

【創業楷模講座】 

學習．創業．就業 

107.12.18（二） 

13：00-15：00 

國際會議廳 

表 2、創業主題班 

場次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時間 

1 盧志山 
藥安康藥局 

董事長 

永續經營-品牌定位 

講題：勇敢造夢的內部創業之

路 

已於 10 月 16 日

舉辦 

2 彭仁鴻 
蘭城巷弄有限公司 

負責人 

永續經營-商圈規劃 

講題：青年返鄉與地方創生 

已於 10 月 26 日

舉辦 

3 林孟慧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營運部經理 

永續經營-轉型創新 

講題：產業創新與轉型經驗分

享 

107.12.07（五） 

13：00-15：00 

國際會議廳 

表 3、創業交享聚 

場次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時間 

1 凃淑靜 

保證責任嘉義縣梅山茶油

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 

創業與行銷策略 
已於 10 月 03 日

舉辦 

2 盧昕宏 
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 

總經理 
以自然生態為理念的創業 

已於 11 月 14 日

舉辦 

3 林宥岑 
吟詩綠曲休閒園區 

負責人 
綠保田區，再創奇蹟 

107.12.12（三） 

16：00-18：00 

創 夢 基 地

（C325） 

 

（四） 徵選「創新創業大使」，鼓勵學生參與創新創業活動與實習學習，以強化學生之創新

創業能力，營造校園創新創業氛圍。表現優異者，有機會獲經費補助參與國內創新創

業研習等活動。 

（五） 「南華創夢基地」已於 10 月 04 日正式揭牌營運，將可提供團隊完善創新創業實踐基

地，強化創客實作，鼓勵學生創新實踐，敬請導師協助推廣，歡迎校內有志創業師生

團隊，加入創新育成行列。 

（六） 為鼓勵學生融合理論與實務，發揮專業潛能及展現創意巧思，將於 107 學年上學期由

各院辦理專題競賽初賽，下學期由本處辦理專題競賽決賽，讓學生互相觀摩學習，以

共同激盪新思維之研究，促進新知及學習成效。 

 各院/通識中心辦理初賽預定預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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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學院：12 月 19 日 

2. 人文學院：12 月 19 日 

3. 藝術學院：12 月 19 日 

4. 社會科學院：12 月 26 日 

5. 通識中心：12 月 26 日 

6. 科技學院：12 月 27 日 

（七） 有關其它學校創新育成相關競賽訊息請參考產職處官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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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暨學習輔導組 
一、 教學助理（TA）期末相關繳交事宜 

1.配合深耕計畫結案，107學年度第1學期A、B類教學助理「工讀月報表」需於12/20（四）下

午5點前繳交至無盡藏W404，以利教發中心進行核銷。 

2.「期末成果報告」繳交期限至108/1/2（三）下午5點前繳交，繳交資料如下表所示： 

TA類別 繳交資料 備註 

A類 

1. 至少2單元數位教材 

2. 期末成果報告 

3. 輔導紀錄2份 

4. 學生心得回饋單1份 

5. 課業諮詢輔導過程剪影3~4張 
服務學習TA則依學務處服學組之規

定，繳交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報告。 

B類 

1. 期末成果報告 

2. 輔導紀錄3份 

3. 學生心得回饋單2份 

4. 課業諮詢輔導過程剪影3~4張 

C類 1. 期末成果報告 

無論是否認證青年志工、服務教育

及三好護照，皆需繳交期末成果報

告 

3.C類TA如需認證青年志工、服務教育及三好護照等，請注意以下事項： 

（1）認證時間統一於107/12/1~12/31前至教發中心認證，逾期系統將關閉，無法受理。 

（2）三好運動：須事先自行至學務處服學組登記申請「三好運動護照」（最多抵免50點），

並繳交「期末成果報告」至教發中心認證。 

（3）青年志工服務時數抵免：須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寫「反思單」

後，繳交「期末成果報告」及「C類TA工作紀錄表」，並帶著青年志工手冊至教發中心

接受認證（依實際時數認抵，認抵時數上限依學務處服學組之規定）。 

（4）服務教育時數抵免：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寫「反思單」後，繳交「期末成果報告」及「C

類TA工作紀錄表」至教發中心認證。（依實際時數認抵，認抵時數上限依學務處服學組

之規定）。 

4.本學期A、B類教學助理如已完成2場TA培訓認證（含校外培訓或研習），請於108/1/2（三）

下午5點前提出「TA證明書之申請」，經教發中心確認後將於期末發給TA證書。 

 

教學暨學習輔導組    諮詢窗口：組長施美淑、助理林瑩姿 

辦公室：無盡藏W404 電話：1920、1921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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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暨學習資源組 
一、107學年度第1學期教發中心e學苑之空間設備借用注意事項如下：  

（1）為使教師或學生能更簡易及輕鬆地錄製教學及報告之影片，本中心於無盡藏e學苑

W401、W4095新增設兩間數位教材錄製中心（A、B），以及能根據拍攝者位置，自動轉

向之自拍機器人共6台，歡迎導師及學生踴躍借用。 

（2）e學苑之空間設備借用方式如下： 

A.翻轉教室借用：使用校務行政E-系統 → A74場地借用管理。E學苑之翻轉教室代號分

別為：W411、W412及W413。 

B.數位設備空間借用：教發中心網頁http://ctld2.nhu.edu.tw/main.php → （左側）專業教室 

→ 專 業 教 室 使 用 狀 況  → 南 華 大 學 e 學 苑 專 業 教 室 申 請 之 google 表 單 

https://goo.gl/kAuqJT。E學苑之數位設備空間代號分別為： 

a. W401 – 數位教材錄製中心A（新增設之設備空間） 

b. W402 – TED演練室 

c. W403 – MOOCs教室 

d. W407 – 3D創意中心 

e. W408 – 數位多媒體中心（虛擬攝影棚） 

f. W409 – 後製中心（含錄音室） 

g. W4095 – 數位教材錄製中心B（新增設之設備空間）。 

C.器材設備借用：至 W404 教發中心辦公室填寫設備借用申請表及拿取器材設備。 

二、107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注意事項如下： 

（1）本中心自即日起，陸續安排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場次及邀約演講者，歡迎師長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前提供有興趣且符合六大教學能力之工作坊主題建議名單，本中心將列

為工作坊之參考依據。 

 

*六大教學能力為：科技融入與教學翻轉、數位教材編製、創新教學方法、學習評量、跨領域

學習、多元知識實踐。 

 

教學暨學習資源組    諮詢窗口：組長許維真、助理吳佩珊、助理張巧宜 

辦公室：無盡藏W404 電話：1960、1962、1961 

 

 

柒、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1. 從 9 月 28 日開始，配合導師及同學，進行校外賃居的安全憑核訪視，針對賃居場所、房

東及學生賃居狀況，做進一步查訪，彙整後並依規定陳報教育部。 

2. 11/1 完成修訂 107 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劃書編並上傳教育部及內政部。 

3. 12/19-20辦理三好校園反毒連署暨捐血活動，並將配合實施及交通安全宣導與辦理ROTC

國軍人才招募宣導活動。 

4. 交通安全事件協處：本學期迄今，學生車禍事件經教官同仁協助處理通報者計 10 件次，

其中受傷 16 人，肇事主因以未遵行號誌行駛（闖紅燈）、車速過快、轉彎車未讓直行車

先行或注意力不集中居多。受傷情況：多為顏面、手臂或腿骨折開刀治療，輕重不一之

外傷。持續透過路透社臉書粉絲專業提醒同學注意交通安全，以提升學生交通安全正確

的法治教育知能，降低車禍事件的肇生。 

5. 近期校園發生失竊案，持續配合警方偵查，目前獲悉近期竊案為通緝中之邱姓偷竊慣犯

所為，已查知該竊嫌駕駛車輛之車號轉知保全加強門禁管制同時落實巡邏查察，軍訓室



南華大學 107-1-2 全校導師會議 

19 

 

也發信提醒全校師生注意門禁管理及妥善保管自身財物，發現可疑人士立即通報保全

1119 或軍訓室校安中心 05-27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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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節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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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23 日（五），e-mail 予相關師長（導師輔導系統亮紅燈），經棄選週

後曠課於 45 節以上已 107 年 12 月 05 號（三）下午寄信知會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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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男女生床位尚有部分空床位可供有住宿需求同學申請。申

請登記日期：自 107 年 12 月 25 日 0900 時起至 108 年 1 月 4 日 1200 時為止。凡有意願

者請逕至各棟宿舍洽詢並填註申請表，宿舍床位形式及價格請詳閱學生宿舍網頁-住宿說

明 http://203.72.2.8/staff/RoomingHouse/RoomingHouse/NewHtml/Newindex.html，如獲通

知分配床位（依申請時間排序遞補），須於通知日起三日內繳交保證金 2，000 元並完成

租賃契約書及住宿公簽訂（逾期視約之同放棄）。另，寒假期間學生宿舍-文會樓、麗澤

樓、緣起樓、南華九村均將於 108 年 1 月 21 日 1200 時起關閉至 108 年 2 月 9 日 0900 時

止，期間不開放住宿，僅提供南華館宿舍供有需求住宿者申請，有住宿需求者請於 108

年 1 月 7 日至 108 年 1 月 14 日上系統申請住宿登記（逾期不受理），以利安排住宿，寒

假住宿需繳交保證金 1，000 元，退宿完成後歸還。 

三、使學生充分了解自我防身的安全意識，建立危機觀念與強化防詐騙的認知，進一步提高

學生警覺心，以避免蒙受不必要的傷害，分別於 11 月 14 日 1510-1700 時邀請嘉義縣警

察局警官擔任預防犯罪宣導主講人；11 月 21 日 1510-1700 時邀請中華民國全民安全防護

協會翁鼎睿老師擔任詐騙手法面面觀主講人； 11 月 28 日 1500-1700 時邀請曾錦源律師

擔任「生活中的法律」專題演講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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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什麼？ 娘親我被詐騙了？！ 

黃先生為了慰勞平日辛苦的太太，滿心雀躍於臺灣某知名拍賣平臺訂購一臺高級音波淨

化潔膚儀作為結婚紀念日禮物，物色許久發現某一賣家所售商品符合需求，價錢也較為低廉。

黃先生注意到該賣家開設之賣場沒有任何買家評價，不過因為金額可以接受，雖然心存質疑，

但還是先下訂商品。 

過幾日收到○○國際物流公司傳送的手機簡訊，提醒商品已送至指定之便利商店，黃先生

再次至拍賣平臺查詢，發現系統訂單狀態顯示「尚未出貨」，不過既然已經收到簡訊提醒取

貨，黃先生認為應該是拍賣平臺資訊尚未更新。前往當初指定取貨超商，核對名字、手機跟

金額都正確後，隨即付款返家，準備開心與老婆分享開箱喜悅之際，卻發現包裹內竟是一隻

牙刷！ 

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黃先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回想所有訂購流程，這才發現「魔

鬼果真藏在細節裡」。為什麼高價商品可以低價售出？為什麼賣家賣場販售商品上千件卻無

任何買家評價？為什麼拍賣平臺系統訂單狀態顯示尚未出貨卻收到取貨簡訊？為什麼取貨簡

訊是由○○國際物流公司傳送？一一細數之下，黃先生這才發現自己早就一步一步踏入詐騙集

團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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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詐騙集團於各拍賣平臺開設賣場，接到訂單後，並沒有循拍賣平臺流程出貨，而是

從中國出假貨，由○○國際物流公司進行代收款動作。詐騙業者的訂購資訊同時從拍賣平臺，

或要求額外加 LINE 取得必要送貨資訊，最後消費者收到全是劣質品。 

難道消費者都是詐騙集團眼中的代宰羔羊嗎？其實交通部公路總局已要求各大宅配業者

（例如新竹、大榮、黑貓宅急便等）依規定於配送單記載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之姓名、

住址及電話，並建立明確退款機制。若包裹外有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電話，直接致電

辦理退貨；若包裹外無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名稱，亦無提供電話，可先致電送貨的宅

配業者，告知要辦理退貨，請宅配業者給予上ㄧ手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的電話跟 E-mail，

然後再致電或寄 E-mail，詢問退貨流程。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進行網路購物交易，宜慎選商譽良好之電子商務平臺交易，

以維護自身消費權益，若真遭遇貨到付款消費爭議案件，請於 7 日內向負責運送宅配業者反

映，請其配合協助提供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聯絡資訊，取得資訊後再行持續聯繫，辦

理後續退貨及退款事宜。詐騙集團無所不在，切勿透過群群軟體私下購物，若收到可疑訊息，

亦可下載「防詐達人 APP」，或直接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才能避免成為下一個受

害者。 

 
               公告於 12 十一月 2018 - 最後修改日期 : 12 十一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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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公布 107/11/26-107/12/5 民眾通報高風險賣場（平臺） 

有歹徒假冒「QUEENSHOP」、「瘋狂賣客」、「DEVILCASE」、「ANDEN HUD」、「力

大圖書」、「Moxbii 極空戰甲」店家名義，謊稱訂單發生錯誤，要求民眾操作 ATM 解除分

期付款。聽到「訂單錯誤要操作就是詐騙! 

 

 
            公告於 05 十二月 2018 - 最後修改日期 : 05 十二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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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組 
一、大一及重修生「服務教育」課程： 

1. 有關服務教育課程「愛校志工服務」，請同學於 108 年 1 月 4 日前完成，並自行至校務行

政系統確認反思單及時數已鍵入系統，若時數及反思單已完成卻未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

中，請自行與活動承辦人員連繫，以免影響服務教育課程成績；並請申請志工服務之應

用單位須於 1 月 8 日前完成成果繳交，避免影響志工學生修課權益。 

2. 大一服務教育上學期須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 小時（台北 e 大網站取得），請各班

小組長需收齊全班台北 e 大合格證明及 1 吋照片，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五）送繳服務

學習組。 

3. 以上服務教育課程如有問題，請洽服務學習組莊宜蓁組員，分機：1253。 

二、大二以上青年志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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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2月份開始，本學期截止日為 107年 12月 28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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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若於第二學期 5 月底未認證通過，將影響畢業離校時程，請同學務

必注意相關事宜。 

三、三好護照獎勵方式： 

1. 本校為推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特訂「南華大學三好護照施行細則」，

學生於一學期中取得三好護照點數 150 點（弱勢學生 50 點）（含）以上者，得填具三好

護照獎勵金申請表。 

2. 獎勵審查案經獎勵委員會審議，績優者核發新台幣 3，000 元或等值禮卷，績優名額依當

年度預算額度決定，每學期將由校長公開表揚，頒發獎勵金及榮譽狀，請導師鼓勵導生

申請。 

 

 

課外活動組 
1. 107 彰雲嘉大學聯盟社團成果聯展已於 11 月 23 日（五）在明道大學圓滿順利舉辦，本

校社團榮獲佳績為校爭光，計有特優獎：吉他社、台灣文化研究社、幼兒教育系系學會

等 3 個社團；優等獎：展翼棲家康輔魔術社、社團聯合會、外文志願服務隊等 3 個社團；

甲等獎：咖啡文化研究學習社及熱舞社得到動態最佳創意獎。 

2. 107-1學年度由課活組主辦社團活力講座，將於12月19日（三）18：00~20：00在雲水居

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到馬國畢先生蒞校演講，主題目為「如何在逆境中翻轉人生」，歡

迎老師鼓勵同學們踴躍參加講座。 

3. 104-106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依南華大學生命涵養課程學生社團學門實施要點執行，社團活

動為畢業門坎，開設於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之「生命涵養課程-社團活動」學門領域，本

校自 103 學年度起入學大學部日間部學生應於大學修業年間至少參加一學期社團活動並

依相關修業辦法通過認證，103 級學生截至目前仍未修社團者共計 38 人，104 級學生共

計 147 人， 請各系導師能關懷提醒學生必需於畢業前完成社團選社並完成認證事宜。 

4. 第四屆「服務利他獎」具體行動服務方案，共計有 5 個社團及系學會提出計畫申請：社

外文志願服務隊、台灣文化研究社、崇德青年社、幼兒教育學系學會、運動與促進健康

學士學位學程學會，希望學生團體提出的計畫能有機會榮獲入選。 

5. 107-1 師生愛校座談會已於 11 月 23 日(三)15：00 在學慧樓 HB03 舉辦，學生對於學校提

出多項建議，各單位主管也針對問題回覆學生，透過師生愛校座談會能讓學生對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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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行政及發展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6. 107 學年度社團器材申請審查會議已於 10 月 17 日召開，會議中通過各社團提出器材設

備申請案約計 171，472 元，目前已完成上簽及採購等事宜，並陸續購入社團申請之相關

器材，讓社團學生的學習及運作更加具成效。 

7. 為讓社團經營運作更符合社團輔導規定，本學期已請各社團及系學會已至民雄郵局完成

申請社團專戶事宜。 

8. 108 年度寒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本校共計 3 個社團申請計畫，社團及營隊時

間地點如下： 

吉他社：嘉義縣更寮國小，活動日期 108.01.28-30 

台灣文化研究社：嘉義縣大林國小，活動日期 108.01.28-30 

外文志願服務隊：雲林縣安定國小，活動日期 108.01.21-23 

9. 為提升本校學生參與社團積極學習課外活動及提升本校社團多元化，敬請老師鼓勵同學

參與社團或籌組新社團，籌組新社團須本校學生 10 人以上之聯署，並填具籌組申請表至

學務處課活組提出申請即可。 

 

 

衛生保健組 
一、107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十大異常數值統計圖表 

名次 統計 檢查人數 異常人數 異常率 

1 牙科 1439 846 58.79% 

2 BMI 指數（身體質量指數） 1439 666 46.28% 

3 MCV（平均紅血球體積） 1439 498 34.61% 

4 視力 1430 482 33.71% 

5 GOT（麩氨基酸草醋酸轉氨基酵素） 1439 408 28.35% 

6 腰圍 1439 342 23.77% 

7 MCHC（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度） 1439 293 20.36% 

8 U.A（尿酸） 1439 265 18.42% 

9 血壓 1436 259 18.04% 

10 脈搏 1436 253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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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假事項 

因身體不適者衛保組有提供男女休息室可休息，且護理師會開立身體不適證明，但身體不適

不是在衛保組休息者，護理師無法開立證明。 

 

三、菸害防治宣導 

（一）本校除公告設置之吸菸區，無論室內外一律全面禁菸；校園吸煙區規劃地點如下：1.

學慧樓地下停車場入口處右側。2.學海堂旁樹林區。3.文會樓旁步道區。 

（二）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大專校院除吸菸區外，一律全面禁菸。第 31 條：違

反上述條例者，處以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罰鍰。如經勸導仍不改進者，將移送獎

懲委員會議懲處。 

（三）依據「南華大學學生獎懲標準」第 15 條第 20 項違反菸害防制法，未於校園規範之吸

菸區內吸菸，得予記小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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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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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好預約，按

確認預約表示

「預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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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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導師晤談輔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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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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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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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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牢記守門人 123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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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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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表格下載 http：//studentscc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17 

（六）核銷期限：本學期（107-1）核銷截止日 10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下

班前。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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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 107-1-2 全校導師會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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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表格填寫。導師時間紀錄表請於 108 年 1 月 7 日（一）前陳系主任

簽核，由系辦公室統整後擲交學生輔導中心。 

word 電子檔下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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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導師專區->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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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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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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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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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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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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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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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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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輔導紀錄表系統列印的格式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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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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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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05 日前完成家族導師編組名冊， 

（二）請於學期末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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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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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全校導師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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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萬益副校長  

四、出席人員：依簽到表所示（略） 

五、校長致詞：  

校長及林副校長因親至教育部進行簡報，楊副校長公出，故無法出席本次

導師會議，學期即將結束，在此感謝各位導師、大家的辛勞付出。 

本次導師會議安排五位傑出及優良導師分享導師輔導的經驗，以及四位珍

珠學生及 WE CAN 學生分享，相信大家可從中獲得滿滿的感受與啟發。 

六、導師知能分享：106 學年度（第八屆）傑出及優良導師（略） 

七、成果分享：107 年度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略） 

八、成果分享：I/WE CAN 計畫（略） 

九、重要業務報告：  

1.資訊中心-陳立奇組長： 

進行學生健康上網、校園網路使用之宣導，請參閱手冊第 10-13 頁資料。 

2.學務處-王伯文副學務長：  

寒假期間 1 月 21 日中午 12 點至 2 月 9 日上午 9 點學生宿舍關閉，但為符

合同學實習或工讀需留校住宿，提供南華館宿舍開放申請寒宿，如有需求者，

請於 1 月 7 日至 1 月 14 日至生活輔導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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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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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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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補充說明為配合減紙化政策，有關導師會議手冊印製部份，因會議內

容涵蓋全校各處室各類業務宣導較為繁複，且為因應各式評鑑書面資料所需，

自下學期（107-2）起將酌量印製提供，並將手冊及紀錄掛載於學輔中心-導師專

區網頁。 

八、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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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產品系-李豫芬老師：班上有位聽障生，有課程認證問題，不確定是成年禮

課程還是服務教育課程，至少需聽完幾場演講後才能認證課程，聽學伴轉

述，今年的大一聽障學生可不需修習這樣的課程，目前學生已大三，且學

生為聽障，讓學生去聽演講的方式對學生是無幫助的，是否可有其他的替

代方式來幫助學生。 

A1-1 王伯文副學務長回覆：該生的狀況應是屬成年禮課程問題，成年禮課程為

通識中心負責，可先請學生確認缺少的認證是屬哪些範圍，而大一學生成

年禮活動則為必修零學分，與前幾級同學修課規範不同，會後可請通識中

心協助處理。 

A1-2 張心怡學務長回覆：關於成年禮課程部分，應是由通識中心規劃，會後將

反應此問題給通識中心協助處理。 

Q2 資工系-蔡加春老師：分享及反應兩個問題，第一件是關於延畢生輔導部份，

我目前為大一班導師，但因之前帶的畢業班還有些學生未畢業，以及大四學

生休學再復學，故仍是由我擔任導師持續關懷及輔導延畢生；但今年發現個

狀況，因有些大一學生學籍是在外系，但實際上課及活動都是在本系，因此

像這類的學生如有些狀況需要協處時，責任如何歸屬，依目前的狀況，只要

是在我班上的，無論是外系還是本系一樣都會給予關懷，在此提出與各位導

師分享。其次，因本學期大一學生規劃我的學習地圖課程，但目前面臨成績

評比問題，評分標準為何，學生沒有參與或是沒有出席，以及報告撰寫的內

容好壞，該如何處理，詢問教務處如何給予課程評分。 

A2-1 吳萬益副校長回覆：我的學習地圖課程權責單位應是由教務處負責，請教

務處協助處理及回覆。 

A2-2 盧琇珠組長回覆：會後再與楊副校長報告此事，並商討處理方式。另與各

位導師宣導，因下週開始選課，尚未上傳教學大綱的老師，請於週五前完

成。另期末成績登錄時間，學士班是 1/9～1/23，碩士班是 1/9～1/29，煩

請老師們於截止日前完成成績登錄。 

A2-3 張心怡學務長回覆：有關掛系學生問題，每個系應都會有幾位學生有此狀

況，但因學籍部份是由教務處負責，導生隸屬導師由系上安排，學務處再

依各學系規劃之名單給予導師協助。我所屬學系也有類似狀況，其實系上

有哪些學生有此狀況，系辦及系主任應會比較清楚，因此可請系辦及系主

任協助注意這些學生，以我系上為例，有學生與我反應，去別系上課時未

受到該系的協助，後我與該系的系助聯繫，請系上給予協助及關照。 

2-4 吳萬益副校長回覆：有關掛系學生狀況，是否可考慮由該系主任擔任導師，

便可直接協助輔導及請假等相關事宜。 

Q3 產品系-鄭順福老師：延續討論掛系學生問題，以本系狀況，因掛系學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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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系上我的學習地圖，而學輔中心所會提供的導生人數，是列記在本系

還是外系？此外，這些掛系學生的請假問題，因三天以內不會經過系主任，

僅由導師簽核，另外是我的學習地圖課程這些掛系的學生都無出席，如何評

分？ 

A3-1 王伯文副學務長回覆：有關導師費核算人數，是依教務處的報部人數及會

計室核對繳交全額學雜費人數後所提供，故前述各位導師所提之學生身份

是無法辨認。 

A3-2 吳萬益副校長回覆：有關掛系學生問題，因各系皆有此狀況，商請教務處

及就學處協處。 

Q4 建景系-李江老師：延續掛系學生問題，因也關係到新生安置費的人數計算，

因為新生安置費的費用是按照註冊的人數核計，但學生是在建景系上課，費

用上就會增加，因今年情況掛系學生數較多，希望可以通盤的考量狀況。 

A4-1 吳萬益副校長回覆：有關掛系學生問題，再通盤的考量。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