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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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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院 

張

誦

芬

老

師 

近日發現外籍生很少戴口罩，經了解是

因為不知道可以去哪裡買口罩，於是我

帶他們去買，但想知道國際學院有告知

外籍生知道可到何處買口罩嗎？ 

國際學院-賴淑玲國際長回覆：外

籍生可用居留證購買口罩，但因

外籍生無戴口罩習慣，此部分國

際學院會協助加強宣導。 

 
校長回覆：學校已採購近六千份

口罩，另外也陸續採購，原則上暫

時可因應緊急需求，如有需求，衛

保組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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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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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文

學

院 

楊

國

柱

老

師 

本人帶領導生班生死學系 2A 同學，多次

反映校門口機車道的雙黃線沒畫好，即

大門口機車道為 3 個閘門進校，2 個閘

門出校。照理來說，雙黃線應該分進出兩

個部分，雙黃線畫在 3 個進校閘門與 2

個出校閘門中間。但學校不是這麼畫的，

學生難免混淆不清。容易發生意外，且萬

一發生意外，屬於校內車禍，校外警察不

會管。 

〔總務處〕回覆： 

攸關機車道出入口處雙黃線劃置

會產生學生行駛機車混淆不清疑

慮： 

一、經學校於 109 年 5 月 28 日邀

請嘉義縣政府交通局，及學校學

務處、總務處等單位進行會同現

勘，其決議為刨除原畫置分隔線，

再依法規規定重新劃置。 

二、所需經費部分，嘉義縣政府交

通局說明將協調是否有結餘款支

援；若學校未獲前述說明補助款

支援，總務處將再以流用調整預

算，於無明顯車流量之暑假期間

發包施作進行改善，以能提供安

全的交通環境。 

人

文

學

院 

李

源

墨

老

師 

I did one online course practice this 
semester. If current restrictions remain the 
same for 109-2, can I do two online course 
practices for the next semester？  I felt 

very limited with only one and didn't feel 
like I had the option or support to try with 
multiple classes. 

〔教務處〕回覆： 

本學期因應疫情，推動教師線上

授課，以為將來停課時之準備。實

施線上教學課程並無限制僅能申

請一門課，只要老師事先報備並

備妥相關授課證明（教學教材、講

義、PPT 或檔案，上傳至 moodle

平臺）即可進行線上授課。 

 
〔教發中心〕回覆： 

本中心協助教師進行遠距教學授

課之支援如下： 

1.依教育部補助之教學訓輔經費，

擬於 109 學年度，配予每學期 40

門課程協助遠距教學授課之教學

助理（申請時間將另行公告）。 

2.可申請本中心109-1數位學習教

材與課程製作補助，先行製作

109-2 課程之數位教材（申請時間

將另行公告）。 

3.該學期課程可申請為遠距教學

課程（18 週次課程，遠距教學授

課週次需大於面授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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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導

師 
提問 回覆情形 

人

文

學

院 

張

淑

玲

老

師 

請修改教學評量方式，分別採取質量作

答，如期中採量化作答，期末採質性作

答，減少師生負擔，且避免學生因不交作

業可能被當而給負面回饋，無法達成教

學評量提升教學品質的美意。 

〔教務處〕回覆： 

感謝導師建議，以下回覆： 

一、本校期中、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皆採取量化質性並重，期中問卷

結果僅供授課教師參考，及早了

解學生學習意見及感受，給予即

時輔導及溝通；僅期末問卷結果

納入「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

施要點」之規範。 

二、期中、期末問卷開放填寫時間

皆訂於期中考及期末考週前，已

避開學生受教師意見評分不佳的

影響，產生負面回饋的結果。並且

在教學意見的學期末平均分數計

算時，系統已自動排除被扣考學

生、缺曠課逾 1/3 及全部填寫非

常不同意者之填答分數，排除報

復性及學習不完整之學生意見。 

人

文

學

院 

廖

秀

芬

老

師 

學校開課系統，不易操作，導致各系助理

每學期皆需耗費很多時間、精力於操作

開課系統，校方真需要全面改善程式或

增加人力，避免優秀的助理一再流失，得

不償失！ 

〔教務處〕回覆： 

新版開排課系統已於本學期上線

使用，最大的優點是改進了舊系

統缺乏的檢核機制，相信經過一

段時間漸漸適應新的介面及操作

流程後，應可帶給大家更便利的

使用感，若有相關改善意見皆可

與本處反應，以期系統更臻完善

及人性化。 

有關新學年時序表製訂期程，自

下學年度起改為第 2 學期前一周

通過校課程委員會議，避開第 2學

期系上招生業務繁忙期，降低助

理同一時間處理多重業務之工作

負擔。 

 
〔資訊中心〕回覆： 

新版開課系統已於本學期 5 月上

線，改進許多之前舊版開課系統

操作繁雜之界面，目前系統界面

以簡單直覺的方式進行開課，大

大縮短學習時間，也減少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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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導

師 
提問 回覆情形 

社

會

科

學

院 

陳

婷

玉

老

師 

學生反應下雨天學慧樓磁磚地板（彰銀

這邊的磁磚地板）非常滑、非常危險，能

否想辦法解決？（補充：其實不只學慧

樓，學海堂一樓迴廊，有一樣的問題） 

其次，學海堂 350 是傳播系多數大班課

程的上課教室，最靠近老師的那部冷氣

噪音非常大，已經影響到講課，不開的

話，老師和前排同學又受不了，尤其請業

師來演講時，真是困擾極了，請同學向總

務處反應過很多次，從未改善，請學校處

理設備老舊、噪音問題。 

〔總務處〕回覆： 

一、地板濕滑： 

1.已請各大樓清潔人員下雨時放

置「小心地滑」之告示牌，提醒地

面濕滑；學海堂一樓東南側廊道

易積水，下雨時將暫時鋪上踏墊

防滑。 

2.雨停後請清潔人員盡速將通道

積水清除。 

3.建議雨天避免穿著鞋底花紋淺、

排水不佳的鞋子（室內拖鞋多屬

於此類），容易造成鞋底形成水模

滑倒。 

二、冷氣噪音： 

1.經現勘發現冷氣開啟時風量設

定為強風聲音會較大，建議可調

低風量搭配風扇使用。 

2.該教室冷氣已於 2014 年更換新

型冷氣。 

3.本校有報修系統如有設備損壞

可上系統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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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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於每次上課後 7 天內登錄點名系統，逾期將無法輸入及修正，

點名系統統一於 109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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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課程初選時

間 

1.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初選時間：109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上

午 7 點至 109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 

2.請授課教師務必於 6 月 2 日前將授課大綱（F-M）上傳完畢。 

院跨領域 

學分學程 

1.院跨領域學分學程初選已於 4 月 20-24 日結束，第二階段學程加退

選時間為:1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7 點至 109 年 9 月 26 日

（星期六）下午 5 點。 

2.請導師提醒尚未選院跨領域學程之同學務必於第二階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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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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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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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4 開設其他經校、院課程委員會推薦或配合開設之重要課程（每

門 5-20 分，給分標準由校課程委員會訂定） 

（深碗課程 15 分、團隊自主學習課程 10 分、彈性課程 10 分、微

型課程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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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T3-5 擔任通識課程學門召集人（每學年 10 分）、跨領域學分學程召

集人（每學年 10 分） （本項目亦可放入輔導及服務項目，惟不得

重複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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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5 參與教師成長社群（社群實際負責者，8 分/學期；參與者 2 分

/學期） 
 

成績登錄 

1.近年來學生對授課教師「評分不公」之陳情案件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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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生考試試卷及學生學業成績請保存一年，以便備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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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7 月 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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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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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述同辦法第三條規定：「…倘因特殊原因未能於成績登錄截止日前

繳交者，應以書面事先報備，並經教務長核准後,於開學前一週內以

書面方式繳交成績至教務處補登。」第四條規定「為避免影響學生升

學、就業、申請獎學金及轉系等各項權益，未依本辦法規定之期限繳

交成績者，由教務處通知該課程開課單位協助催繳，逾催繳期限後仍

未繳交者，則於次學期提送相關課程名單至教務會議討論，並請任課

教師列席說明予以結案。」 

5.上述同辦法第六條規定：「應屆畢業生於第二學期修習非應屆年級

課程者，不得提前自行予以考試，仍應參加非應屆年級學期考試。」 

教學意見調

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線上填寫時間：應屆畢業

生 5 月 11 日至 5 月 24 日；一般生 6 月 1 日至 6 月 21 日，依據「期

末教學意見調查」活動實施計畫：『入班宣導活動期間達到標準之班

級，可獲得 600-2,000 元不等之 7-11 商品卡獎勵；全校填答率前 3 名

之班級，可額外獲得 2,000 元（第 1 名）、1,500 元（第 2 名）、1,000

元（第 3 名）7-11 商品卡之獎勵』，敬請導師鼓勵班上學生踴躍填答。 

期中預警 

1.期中預警系統登錄時間自 4 月 20 日至 5 月 3 日止，教務處已於 5

月 4-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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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及授課班級期中預警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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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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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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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請假及曠課逾三分之一扣考系統登錄時間：大四課程自 109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8 日止；一般課程：自 109 年 4 月 8 日至 6 月 5 日止，

已「確認扣考」者，請授課教師於規定時間內依輔導成果決定是否扣

考，申請安心就學措施者，可不受缺課扣考限制，扣考攸關學生權益

甚鉅，請務必確實執行各項應有的作業程序。 

業師協同教

學 

業師協同教學執行期間至 6 月 30 日止，請申請教師務必於業師授課

結束後兩週內擲回相關成果及核銷資料至教務處，並請學生線上填

寫業師滿意度問卷調查。 

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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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課程總測驗取得 6 小時修課證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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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總務處 
一、防疫宣導 

（一）校車每日皆進行消毒清潔並提供噴霧酒精於乘客使用，及請搭乘時進行配戴口

罩，以避免飛沫傳染。 

（二）本校提供各單位於防疫物資請購作業時，是以進行緊急採購（必要時得指定多

家廠商分批交貨，即為複數決標），可迅速取得防疫物資。 

（三）於校園食用餐飲時，盡量以購買便當（可自備環保餐具）進行外帶食用方式，

以避免群聚現象。 

（四）為降低傳染風險，各單位如有發包工程，請先瞭解承包商及其員工近期是否有

出國旅遊史，若需執行自我居家檢疫者請其物進入校區。 

（五）校園各大樓內洗手間，提供足夠洗手乳及衛生紙等，請多加利用。 

二、交通安全 

（一）校車 

    1.有關嘉義縣公車處為因應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駕駛員工時規定，自 109 年 6 月

1 日起調整「【7309】部分班次時刻，本校針對本調整進行於「南華大學 108 學

年度第二學期交通車接駁時刻表」修定後，共計排定 47 班次交通接駁車，並已

將該時刻表傳送於同學提供搭乘查閱；另因本調整將影響嘉義市到校交通，建議

若有不足可搭區間火車至大林火車站再轉搭乘校車到校。 

    2.依據「公車入校園」專案執行效益，已取得績效獎勵金 43 萬 6,550 元整，進行

於本校校門口（南華路與一心路交接處）各交通車輛停靠站之「公車亭」規劃設

計完成，待發包興建後，預計於本（109）年度 10 月底完成，提供師生舒適候車

環境。 

    3.請同學能持續多加利用上述安全、便捷的校車接駁服務，減少自有車輛使用，以

響應共乘之環境保護政策。  

（二）常有家長或貴賓反應利用不同導航系統導引到校，有被誤導行駛於鄉間小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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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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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聯外道路南華路二段改建工程將屆完成，但仍有少部份零星工程進行，請

同學行經該路段，應減速慢行注意行駛安全。 

（四）有關民眾反映「南華路二段左轉進入嘉 106-1 路口取消二段式左轉」 （中正大

學北側門處、澤人路），經嘉義縣政府於 109 年 3 月 20 日邀集本校及相關單位

會勘結果為「其設置確實有效改善交通安全，故仍維持「二段式左轉」設置，請

行經該路段時應依規定行駛。 

（五）本校「汽」、「機」車道聯外出入口處皆設有紅綠燈管控設備，請遵守號誌進行

人車行走。 

（六）妙音樓已屆完成，但仍有少部份工程進行及車輛進出，其交通動線因逢機車道

出入口交疊，請行經該路線注意騎車安全。 

（七）本校校園一心路及四恩路部份道路之側邊，持續進行「功德碑牆」興建，為其

因應工程施作時安全之防護，基地週邊設有預鑄紐澤西護欄吊放及 GIP 管固定，

因此而縮窄車道，請行經施工處時，應注意人車行走安全。 

（八）學慧樓因上課教室排定量大，致至該大樓上課人員所駕乘汽車車輛過量或無停

車位而違規停放等於其週邊第 1 停車場，本學期已造成多起交通事件發生，請

儘量將車輛分散停放於各停車場內，以確保護人員車輛安全（如圖書館北側第 2、

4 停車場皆有足夠停車位請多利用）。 

三、生活機能 

（一）餐飲提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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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需求者能便捷查詢使用。 

    2.本學年度起將增加 

   （1）興學滴水坊餐廳：興學紀念館新建完成啟用後，館內設有「興學滴水坊」餐

廳，提供午餐/晚餐/咖啡/茶點等提供營業服務。 

   （2）行動餐車：持續依據同學建議，邀請更多及專業等優質餐車到校園營業，以

提供更多元化餐飲予同學進行選購，詳細營業內容皆依電子信箱通（公）告周

知。另，假日餐車亦洽廠商試營業中，若有議定則公告周知。 

   （3）咖啡自動販賣機：因應雲水居原咖啡廳恢復為交誼廳而無相關餐飲營業提供，

於原址入口處新設現煮咖啡自動販賣機乙部提供服務。 

   （4）以校車之第 8 班次「民雄商圈專車」，週一至週五行駛，修定延駛至週六、日

皆行駛之用餐購物專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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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

遊卡」及「台灣 PAY」卡機裝設，並皆已提供師生於校園內消費中使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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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於學慧樓一樓中庭，請多加利

用，以能持續有效爭取更多便捷設備設置。 

四、教室設備使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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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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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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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室教學設備如有故障，請上校務行政系統填報，總務處會儘速派員維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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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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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校園資通訊系統暨網路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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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為西元生日例如 20190101，自 108 年 12 月 1 日起入學新生，登錄

之預設密碼均為西元生日例如 20190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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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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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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A/news.php?class=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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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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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ffice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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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全校師生微軟大宗授權合約下載專區 

http：//soft.nhu.edu.tw 

以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及密碼登入 

十二、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 

      資訊中心 ODF 專區：//ic.nhu.edu.tw/odf1/super_pages.php?ID=odf101 

      自由軟體資源下載： 

1. 國家發展委員會 ODF 文件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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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數位學習平台網站 

108 學年（當學期） 數位學習平台 http：//moodle.nhu.edu.tw 

107 學年數位學習平台 http：//107moodle.nhu.edu.tw 

106 學年以前數位學習平台 http：//106moodle.nhu.edu.tw 

 
 

肆、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就業力職能培育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職場體驗與見習」課程，

共安排 3 場職場體驗及見習，5 月 28 日已辦理 1 場，餘 2 場請各位導師鼓勵同學踴躍

報名參加，行程如下： 

項次 日期 參訪企業名稱 

2 6/2（二） 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誠富生機食品公司 

3 6/11（四）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毓繡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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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105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及 103

學年度畢業滿 5 年之畢業生流向情形，產職處已於 109 年 5 月 19 日召開「109 年畢業

生流向調查問卷題項討論及調查作業說明會」，調查期程自 6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止，

共 13 週，請各系所助理、主任及 103、105 與 107 學年度畢業班導師（畢業班導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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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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職處安排各院系所於 6 月 8 日至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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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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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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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申請自即日起，至 6/10止受理專利申請，請各院系鼓勵師生提出申請並協助宣傳。

有關專利申請部分，請參考產職處網頁產學合作組 /專利申請與技轉 http：

//iaccd.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5&Sn=46，或洽詢產職處產學組簡

婉惠組長分機 8630。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至 6 月份還有 2 場次，提供各單位參考，鼓

勵學生聽講。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日期/地點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6/4（四） 

13：00-15：00 
溫玉霞 

第十屆立法委員 

前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 

我在南非創業與服務

台商的經驗 

6/12（五） 

13：00-15：00 
邱臣遠 

第十屆立法委員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南向政策對台商的挑

戰和商機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華陀健康講座還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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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佗健康講座  地點： 大林國小育英堂 

日期/地點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6/8（一） 

19：00-21：00 
饒以愛 

長庚醫院中醫部針灸科主

治醫師 
經絡穴位養生與保健 

7/15（三） 

19：00-21：00 
黃金洲 

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主治醫師 

對抗心血管疾病：理想的

血壓和血脂控制 

8/10（一） 

19：00-21：00 
陳健弘 台大雲林分院副院長 

從肝病到肝癌的演變談

預防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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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張喻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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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accd.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5&Sn=46
http://iaccd.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5&Sn=46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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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育成組 
（一）創業主題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創業主題班至 6 月份還有 1 場次，請鼓勵學生聽講。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就業力學程】-創業主題班  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場次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3 
06/05（五） 

13：00-15：00 
黃明發總裁 皇家護理集團 翻轉長照 

（二）創業交享聚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創業主題班至 6 月份還有 1 場次，請鼓勵學生聽講。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就業力學程】-創業交享聚  地點：創夢基地 C325 

場次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3 
06/03（三） 

16：00-18：00 
陳杉銘總經理 

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創新創業 

協會理事長 

翻轉文創商機 

（暫定） 

（三） 108 學年度創新創業工作坊將於 6 月 6 日（六）於 e 學苑舉辦，本次工作坊主

題配合本校辦學特色，發展身心靈健康產業，透過主題演講、案例分享及跨域分組討

論，激盪參與同學創意發想，研提相關商業經營模式的構想。主題演講以「心靈療癒 

生機無限」為主題，邀請承億文旅副董事長戴淑玲演講；案例分享分為「生活文創」

與「心靈經濟」兩個面向探討；分組討論主題為「打造深身心靈產業的想像」，參與學

員分為 5 組，邀請 5 位業師指導，分為主題定位、商業模式、商業口號、業師指導、

製作海報與準備簡報等步驟進行與成果展示，最後將商業構想評比，以競賽方式產生

優秀團隊。 

 
108 學年度創新創業工作坊議程 

109 年 6 月 06 日（星期六）  南華大學 圖書館 4 樓 e 學苑 

時間 課程/活動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08：45-09：00 

（15 分鐘） 
報到/入座 

e 學苑 

W411 

09：00-09：10 

（10 分鐘） 
開幕式 

林聰明 校長 

林辰璋 副校長兼產職處處長 

e 學苑 

W411 

09：10-10：40 

（90 分鐘） 

【主題演講】 

心靈療癒 生機無限 
講師：戴淑玲 承億文旅副董事長 

e 學苑 

W411 

10：40-10：50 

（10 分鐘） 
休息 

10：50-12：30 

（100 分鐘） 

【案例分享】 

  1.生活文創 

  2.心靈經濟 

彭仁鴻 金魚。厝邊負責人 

嚴清雅 太平社區發展協會負責人 
e 學苑 

W411 

12：30-13：10 

（40 分鐘） 
午餐休息 

e 學苑 

W411 

13：10-15：40 

（150 分鐘） 

主題：打造身心靈產業的

想像 

【構想設計】 

分組指導業師 

林辰璋 副校長兼產職處處長 

盧昕宏 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負人 

e 學苑 

W411 
W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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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6 月 06 日（星期六）  南華大學 圖書館 4 樓 e 學苑 

時間 課程/活動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1.主題定位（30 分鐘） 

2.商業模式（40 分鐘） 

3.商業口號（20 分鐘） 

4.業師指導（20 分鐘） 

5.製作海報（20 分鐘） 

6.準備簡報（20 分鐘） 

吳佳靜 嘉樂福夜市經理 

彭仁鴻 金魚。厝邊負責人 

廖恩對 Ｃ＆Ｌ職涯諮詢工作室  

       職涯諮詢師 

W413 
W400 

（自主學

習區） 

15：40-15：50 

（10 分鐘） 
休息 

15：50-16：40 

（50 分鐘） 

【商業構想評比】 

   每隊簡報 5 分鐘 

   他隊建言 2 分鐘 

   業師講評 3 分鐘 

       評選委員 

林辰璋 副校長兼產職處處長 

盧昕宏 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負責

人 

吳佳靜 嘉樂福夜市經理 

彭仁鴻 金魚。厝邊負責人 

廖恩對 Ｃ＆Ｌ職涯諮詢工作室  

       職涯諮詢師 

e 學苑 

W411 

16：40-17：10 

（30 分鐘） 
【結業式及頒獎】  林辰璋副校長兼產職處處長 

e 學苑 

W411 

 
創新育成組 組長曹翠娥、組員蔡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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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深耕附錄一－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一）為照顧本校經濟不利學生，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使學生得以同時兼顧

課業與生活所需，申請學習輔導之對象指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補助對象如下： 

1、通過學雜費減免者：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6）家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2、未能通過學雜費減免，持有政府機關開立之上述第一款一至四目證明者。 

3、原住民。 

（二）各系經濟不利學生名單及查詢，各系主任及系助都可查詢，若有需求可逕向系

助或來電產職處協助查詢。 

（三）109 年附錄一－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獲教育部補助 7,260,000 元，

煩請導師協助提供相關資訊給經濟不利之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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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項獎勵金及申請條件： 

申請項

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課業輔

導協助 

（教發

中心） 

Tutor 輔導獎勵 

按月獎勵 10,000 元 

（工作坊 2 次培訓請於 6月前

完成） 

1.大三以上經濟不利學生 

2.每學期需參加教學助理工作坊 2 次以上培訓 

3.每月課輔配合「學習中心」安排進行輔導 

4.Tutor 課輔協助時數至多 10 小時，其餘時數配

合學習中心輔導，每月合計達 20 小時 

5.檢附照片 3-5 張 

提升自覺學習成效回饋獎勵 

按學期獎勵 

優等 5,000 元 

甲等 3,000 元 

乙等 1,500 元 

（期末成績須於 109/7/6 前提

供） 

1.學生至學習中心學習或受 Tutor 輔導前，若先至

教發中心進行學習前測，且於期末進行學習後測

及提出單科成績證明 

2.每位學生每學期限申請一科目 

3.期中及期末考成績證明 

4.簽署自覺學習成效分享心得著作授權同意書 

5.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6.檢附照片 3-5 張 

就業服

務與創

新創業 

（產職

處） 

職場見習獎勵 

按梯次獎勵 

參與企業參訪—500 元 

企業參訪心得—1,000 元 

企業出題解題—2,000 元*至多

2 間 

（每場次參訪日期後兩周內

繳交） 

1.全程參與產職處辦理之企業參訪一梯次 

2.參與「企業出題，學生解題」，每梯次可擇兩家

企業撰寫，每家解題內容需 1,000 字以上（每題

至少 300 字以上） 

3.每梯次撰寫參訪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每間企業）  

就業面試獎勵 

按企業間數獎勵 1,000 元、最

高 6,000 元 

1.參與校內外校園徵才博覽會或企業面試，完成

廠商面試程序 

2.依每家企業面試結果，並檢附面試通知相關佐

證資料 

3.每家企業面試撰寫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每間企業）  

創新創業獎勵—校級專題競賽

獎勵 

按件獎勵 5,000 元 

通過祝賀金 10,000 

1.為鼓勵學生參與政府單位舉辦之創新創業競

賽，或產職處認可之校外創新創業競賽，凡經產

職處育成輔導且完成送件成功者，檢附相關佐證

資料，經審核通過，每案給予獎勵金 5,000 元 

2.若計畫提案經審核通過執行者，檢附相關佐證

資料，每案再給予祝賀獎勵金 10,000 元。 

3.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 

創新創業獎勵—校級專題競賽

獎勵 

按學期獎勵 

1.經教職員指導參與產職處辦理創新創業校級專

題競賽 

2.進入決賽並全程參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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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

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2,000 元 3.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 

職涯規

劃與輔

導產職

處） 

職能培育獎勵 

按學期獎勵 

每場次 600 元、十場次 6,000

元 

1.參與產職處辦理之職涯輔導活動、主題系列活

動，各申請類別所需講座場次，不得重複 

2.取得認證場次時數（報名系統認列出席簽到至

少 2 小時以上）  

3.每場次演講內容摘要 100 字以上 

4.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5.檢附照片 3-5 張 

證照輔導獎勵 

按學期取得張數獎勵 

證照等級標準 300元~2,000元 

1.參與學校修讀本校各單位經核定開設之證照及

認證班 

2.依「南華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報名費補助要

點」證照等級標準，國內國際等級不同 

3.填寫證照補助申請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活

動證明、證照報名收據、證照正本等） 

參加證照輔導獎勵—證照加碼

獎勵 

按學期取得張數獎勵 

國內證照 800 元、國際證照

1,500 元 

1.需參與學校修讀本校各單位經核定開設之證照

及認證班 

2.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活動證明、證照正本等） 

3.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 

參加證照輔導獎勵—自主取得

證照 

按學期取得張數獎勵 

證照等級標準 

1.非參與本校證照輔導班而自行考取之證照，可

依「南華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報名費補助要點」

之證照等級標準，申請獎勵金實支實付 

2.填寫證照補助申請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證照

報名收據、證照正本等） 

3.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 

參加證照輔導獎勵—累積取得

證照 

按學期獎勵 

國內 3,000 元、國際 5,000 元 

1.於當年度累積取得科系專業相關證照 

2.取得證照六張 

3.撰寫 e-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完整履歷一

份（包含中文自傳、英文自傳、生涯規劃各 500

字以上、證照登入 e-Portfolio） 

4.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5.檢附照片 3-5 張 

e-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競賽

獎勵 

按學期獎勵 

參與獎勵金 1,000 元 

獲選前三名優勝另頒發獎勵

金 2,000 元 

1.鼓勵學生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

展現學習成果，強化個人求職優勢與競爭力 

2. e-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競賽限大學部學生參

加，經審查為完整履歷及權限設定為公開後 

3.e-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包含中文自傳、

英文自傳、生涯規劃各 500 字以上、證照登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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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

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獲選佳作另頒發獎勵金 1,000

元 

Portfolio） 

4.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5.檢附照片 3-5 張 

學習卓

越與社

會實踐

（學務

處） 

學習培力獎勵—品學兼優獎勵 

按學期獎勵 

優秀卓越獎勵：90 分以上

15,000 元 

深耕勤學獎勵：85 分以上

10,000 元 

潛力向學獎勵：80 分以上

6,000 元 

（請於 109/3/27 前提出申請） 

1.學生接受 Tutor 輔導、導師輔導、學伴共讀等課

業學習輔導機制後 

2.前學期修習學分數大學部應達 9 學分（含）以

上、碩士班應達 3 學分（含）以上 

3.檢附大學階段成績單佐證 

項目 
前學期成績

總平均 

操行成

績 
獎勵金 

優 秀

卓 越

獎勵 

90 分（含）以

上 

85 分

（含）以

上 

15,000 元 

深 耕

勤 學

獎勵 

85 分（含）以

上 
10,000 元 

潛 力

向 學

獎勵 

80 分（含）以

上 
6,000 元 

4.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5.檢附照片 3-5 張 

培力獎勵—優秀幹部獎勵 

按學期獎勵 

5,000 元 

（ 108-1 擔任幹部者請於

109/3/27 前提出申請） 

1.學生前一學期擔任學生自治組織、系學會或社

團幹部滿一學期者  

2.檢附接受培養其相關領導能力之輔導學習或培

訓相關資料 

3.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 

服務學習獎勵 

按學期獎勵 

20 小時以上（含）2,000 元 

30 小時以上（含）3,000 元 

40 小時以上（含）4,000 元 

（以服學組核准志工服務紀

錄冊時數為主，未核准皆不列

計） 

1.學生需先取得「志工服務紀錄冊」（以下簡稱志

工手冊） 

2.每學期經學務處核准志工服務紀錄冊時數，檢

附志工手冊影本（正本驗退）並加蓋單位章 

3.服務學習組核准並登錄總時數為 20 小時以上

（含） 

4.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5.檢附照片 3-5 張 

社會實踐提案獎勵 

按件獎勵 5,000 元 

通過祝賀金 10,000 

1.鼓勵學生關懷社會發自內心主動完成，經認可

之校外服務利他社會實踐提案 

2.提案計劃書需經教職員指導，完成送件成功者，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者每案給予獎勵

金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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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

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3.若計畫提案經審核通過執行者，檢附相關佐證

資料，每案再給予祝賀獎勵金 10,000 元 

4.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5.檢附照片 3-5 張 

校外競賽活動獎勵 

按學期獎勵 

國際性競賽 5,000 元 

全國性競賽 4,000 元 

區域性競賽 3,000 元 

1.每一次參賽限申請獎勵乙次，【同競賽名稱投稿

視為一項獎勵，多投稿不列計；一稿多投也不列

計】 

2.繳交參賽相關資料【競賽簡章、入圍或獲獎證

明、作品】 

3.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 

就學招

生協助

（就學

服 務

處）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四技二

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扶

助 

交通費實支實付 

住宿費實支實付（最高上限

1,600 元） 

1.交通費補助：報考各學系之考生，補助出席甄試

當天由戶籍地至本校鄰近火車站交通費 

2.住宿費補助：報考各學系之考生，補助戶籍地與

本校距離 60 公里以上，最高上限 1,600 元住宿費 

提供第二階段甄試扶助之工

讀機會 

按月獎勵（依工讀時數計算） 

1.協助考生交通及住宿相關事宜 

2.協助考生服務及接待事宜 

3.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4.檢附照片 3-5 張 

學習中

心（產

職處、

學 務

處、教

發 中

心） 

總時數達 20 小時以上者 

按月獎勵 8,000 元 

1.每學期由產職處受理有學習意願之學生申請，

依上學期成績及學習計畫進行徵選，每學期徵選

以正取 30 人為原則，並得備取學生若干名 

2.每月參與學習中心主題學習類別活動，包括創

意發想類（產職處、學務處）、共修共學類（產職

處、學務處）、Tutor 輔導類（教發中心）及產職

處公告認可之培訓課程，總時數達 20 小時以上者 

3.於每月 28 日前檢附學習資料提出申請，每學期

至多發放四個月。如參與學習未達規定時數或學

習資料繳交未完整者，得取消參與資格，由備取

學生遞補 

4.學生每次參與學習中心活動，需撰寫學習筆記

本，每學期辦理優良筆記本甄選，各項獎勵得從

缺。 

5.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每月） 

6.檢附照片 3-5 張（每月） 

參與學習中心活動，撰寫學習

筆記本 

第一名 10,000 元 

第二名 8,000 元 

第三名 5,000 元 

佳作若干名 3,000 元 

蔬食推

廣（產

職處） 

推廣蔬食文化獎勵 

按集滿 10 點獎勵 500 元 

1.鼓勵參與本辦法各學習輔導項目認真學習學生

推廣蔬食 

2.每週可獲「推廣蔬食文化認同卡」乙張，到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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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

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餐廳食用蔬食 

3.每次認證 1 點，每集滿 10 點後可至產職處申請

核發獎勵金 500 元，並申領新認同卡持續推廣 

4.認同卡每學期發放 1,500 張，發放完畢即停止

申領 

5.撰寫學習心得 500 字以上 

6.檢附照片 3-5 張 

 
 
 
（五）有關其他附錄一相關訊息如下，詳細規定請參考產職處官網： http：

//iaccd.nhu.edu.tw。 

附錄一計畫承辦人：黃聖芬 

辦公室：成均館三樓 C105 電話：05-2721001 分機 8612、13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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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末成果報告」繳交期限至6/16（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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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份 

1.繳交2個單元數位教材（例如：簡報

檔或影片），請以e-mail方式繳交。 

2.自108學年度起通過學務處-服務

學習內涵課程，且經各院/通識中

http://iaccd.nhu.edu.tw/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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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類別 繳交資料 備註 

5. 課業諮詢輔導過程剪影4張 

6. 數位學習平臺成效 

（每學期上傳至少4單元教材至數

位學習平臺，並檢附上傳網址及擷

取畫面） 

心通過可向教發中心申請教學助

理之課程，於期末需繳交本中心之

「期末成果報告」。 

B類 

1. 期末成果報告 

2. 輔導紀錄3份 

3. 學生心得回饋單3份 

4. 課業諮詢輔導過程剪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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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6/16（二）前A、B類教學助理須完成本學期TA培訓認證（含校外認證抵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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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好護照：須事先自行至學務處服學組登記申請「三好護照」 （最多抵免50點）。 

2.青年志工：須事先至學務處服學組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並填寫完整服務項目、

內容、日期及時數等欄位。 

3.服務教育：須事先至教發中心網頁之下載專區下載「C類教學助理工作紀錄表」。 

4.認證上述三項時數，皆須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寫「反思單」後，繳交「期末成果報告」

及「C類教學助理工作紀錄表」，並依實際服務時數至教發中心接受認證，抵免時數

則依學務處服學組之規定 。 

5.認證時間統一於5/18～6/16前至教發中心認證，逾期系統將關閉，無法受理。 

 

教學暨學習資源組 
一、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注意事項如下：（窗口：張巧宜1961） 

（一）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之時間安排以週三15：10-17：00（或18：00）為主，

歡迎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1）5/28（四）辦理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創“心”教學--教學場域的營造」 

（2）6/10（三）辦理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學習評量的理念與實務」 

（3）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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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六個領域，歡迎師長推薦工作坊主題或講者名單，俾利本中心列為109學年

度第1學期工作坊安排之參考依據。 

二、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發中心e學苑之空間設備借用注意事項如下：（窗口：吳佩珊

1962） 

（一）e學苑之空間設備借用方式如下：（有關空間設備借用之問題，請事先聯絡本中

心窗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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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411翻轉教室A 

（2） W412翻轉教室B 

（3） W413翻轉教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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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設備空間借用：使用校務行政E-系統 → A74場地借用管理。e學苑之數位

設備空間代號分別為： 

（1） W401 – 數位教材錄製中心A（錄製教材影片） 

（2） W402 – TED演練室 

（3） W403 – MOOCs教室 

（4） W407 – 3D創意中心（3D設計及列印） 

（5） W408 – 數位多媒體中心（虛擬攝影棚） 

（6） W409 – 後製中心（含錄音室） 

（7） W410 – 大圖輸出中心（平面設計及列印） 

（8） W4095 – 數位教材錄製中心B（錄製教材影片） 

3.器材設備借用：請攜帶可辨識身分之有效證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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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學苑之大型活動借用及空間參訪申請方式如下： 

1.若需借用多間e學苑之空間或辦理大型活動（如學生專題競賽、工作坊…等等）：

請事先與本中心聯絡（分機1962），另至教學發展中心網頁下載專區，下載

並填寫「e學苑-大型活動之教室借用申請表（非一般上課）」，以紙本用印後

送至教學發展中心（W404）。 

2.若需專人帶領參訪e學苑：請事先與本中心聯絡（分機1962），另至教學發展中

心網頁下載專區，下載並填寫「e學苑-參訪申請表」（需附上流程表），以

紙本用印後送至教學發展中心（W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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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一、本學期迄今（5/13）軍訓室校安中心處理學生緊急狀況共 42 件，其中交通意外事

故 20 件；租屋糾紛 1 件；一般鬥毆事件 2 件；非交通意外傷害事件 3 件；疾病

送醫 11 件；其它事件 5 件。其中 2/24 日資管三郭 OO 於台三線大埔阿婆灣過彎

時車禍不治，較為重大。 

 
 
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每日結合 國際學院/人事室/總務處/生輔組/衛保組/軍訓室調

查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居家防疫情形，每日 12：00 前上傳教育部疫情管理系統

（防疫中心）及校安通報系統（校安中心）。 

三、招募師生志工共 18 員實施三好校園夜間安全巡守，自 2/27 起每周二、四以不同

路線實施定時夜間巡邏，進一步發掘問題解決問題。      

四、交通安全宣導： 

1． 本學期結合友善校園週交通安全宣導 2/26-3/4 於大門口機車道實施，計動員教官

8 人次，學生志工 43 人次，學務長及副學務長督導，計勸導登記 26 人，其中未戴

安全帽 10 人，未繫帽扣 16 人。接受登記同學要求參加本學期 5/6 交通安全教育。 

2． 於海報大道實施交通及賃居安全宣導活動，現場以宣導布條靜態宣導及宣導品動

態宣導簽名同步實施，共計宣導簽名 284 人。 

3．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網路）有獎徵答活動，寓教於樂實施交通安全教育，運用本校

周邊交通環境狀況為題材，讓師生更能注重行的安全並激發對交通安全常識的求

知渴望。3/26 日 EMAIL 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參與，4/15 日截止，計有 347 位師生參

加，線上抽獎於 4/21 日由學務長抽出 50 名得獎者，中獎名單（學號）於當日前

公告學號於"南華大學路透社"FB 網站，並均已於 5/5 日前領獎完畢。 

4． 5/6 日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專題講座，邀請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種子教官吳鳳科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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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侖教官擔任講師，參加人數 52 人，其中 42 位為自由報名參加，10 位為開學時

友善校園週交通安全勸導受登記學生。講師準備題材豐富，會場互動熱烈，學員

回饋收穫滿滿。 

5． 預訂於 6/18 日 11：10 時召開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 

五、防治藥物濫用： 

1． 辦理拒毒萌芽反毒宣導：帶領幼教系莊詠筑等十餘名同學，至三興國小（3/6 日）、

東榮國小（3/10 日）實施拒毒萌芽反毒宣導，以遊戲創作方式，引導國小學童瞭

解毒品對國家社會危害，將反毒意識深耕於校園，本次活動三興小參予師生 169

名、東榮國校師生 67 名。 

2． 4/22 日辦理防治藥物濫用講座，邀大林鎮衛生所王護理師聖棻擔任講師，教導學

生認識毒品的危害及拒絕誘惑的知能與技巧，自主性拒絕毒品誘惑之能力，參與

學生計 34 名，講授全程配合案例宣導，讓學生印象深刻。 

3． 訂於 6/9、6/11 兩日於本校無盡藏前三好路，實施 1082 第二次三好捐血活動，活

動期間鼓勵簽署反毒連署，並配合活動實施交通安全宣導及宣導品發放，除發送

參與愛心捐血師生紀念禮品外，並發放印製生命教育用語之人氣小禮品，贈與響

應本活動師生，藉此深植愛惜生命之意識。 

六、校外賃居輔導： 

1． 辦理 108 學年度「愛心房東」評選及頒獎：由各院推選的老師與學生代表所與當

然委員組成的委員，評選委員學生及老師代表於 4/15 至校外針對同學推選的愛心

房東實施實地訪視。4/23 日召開愛心房東遴選會議，評選出現代首席、三連棟、

雅筑居、C & C、得利菊園、中正會館、育賢樓、樹仁學苑、百泰山莊等九處為年

度愛心房東，因應疫情，於 5 月 12 日由學務長與副學務長至獲選房東租處頒發感

謝狀。 

2． 於 5/20 日 15：10 邀請崔媽媽基金會吳勃廷講師，辦理租屋注意事項及相關法律

常識演講，讓同學們對租屋相關問題能有個最基本的認識，能夠在求學階段降低

房屋租賃的困擾或遇到問題及如何尋求解決之道 

七、5/7 日召開年度校園安全會報暨災害防救整備會議，由校長親自主持，針對校園安

全維護工作進行盤點檢整，同時就有需精進改善議題提案討論（含臨時動議）共

計 2 案。 

八、學務處設置校安專線電話（05-2720690）提供本校師生 24 小時緊急事件聯絡與服

務，請協助多加宣傳讓全校教職員生知悉，以利師生必要時求助。 

九、防疫期間恐衍生經濟性社會問題，歹徒利用各種手法進行詐騙，學務處除邀請專

家安排防詐騙講座外，請協助宣導提高警覺小心求證（防詐騙專線 165），以免成

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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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第十六週超過 45 節以上曠課同學，將寄信知會家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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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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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宿舍退宿時間預計 7 月 5 日（日） 1200 時起至 9 月 5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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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提供南華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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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1700 止；暑假期間住宿時間：7 月 5 日 1300 時起至 9 月 5 日 1000 時止。

住宿費用酌收管理清潔水電費：2 人套房：3，250 元，2 人雅房 2，750 元，單人

房：4，200 元，單人雅房 3，850 元及保證金 1，000 元（退宿時如房間清潔且無

損壞物品及退還），另，因房型有別、床位有限，擬依照同學申請登記先後順序

安排房型、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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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轉知身邊 4 年級生的女性親朋好友，避免她們成為詐騙集團下手的對象！ 

 公告於 05 十二月 2017 - 最後修改日期 : 05 十二月 2017 

 
媽，我換電話了，我公司亟需用一筆錢，你趕快匯給我…   

☎️喂，是我啦！你忘囉？電話突然接到許久沒連絡的朋友或親人突然要找自己幫忙，

需要一筆錢應急，一想到對方可能已經走投無路，不好意思推辭，或不忍心看到晚輩

陷入窘境，好心幫忙卻被詐騙集團利用。 

這類型詐騙手法統稱「猜猜我是誰」，在還摸不清對方真實身分前就匯款幫忙，11 月

份被害情形有升高趨勢，統計詐騙被害人，#4 年級生佔 44%，4 年級生現年約 60 歲上

下，正是剛退休或待退休年紀，且身上有一筆退休金或積蓄，而 #超過一半的被害人為

家管或是退休人士，其中 #女性被害人的比例佔 55%，又以「#假冒子女 or 孫子女借

錢」為由亟需借錢，最容易使被害人上當。 

👏#快 tag 你 4 年級生的女性親朋好友 👩，避免她們成為詐騙集團下手的對象！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4%E5%B9%B4%E7%B4%9A%E7%94%9F%E4%BD%9444?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69736986419128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B6%85%E9%81%8E%E4%B8%80%E5%8D%8A%E7%9A%84%E8%A2%AB%E5%AE%B3%E4%BA%BA%E7%82%BA%E5%AE%B6%E7%AE%A1%E6%88%96%E6%98%AF%E9%80%80%E4%BC%91%E4%BA%BA%E5%A3%A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69736986419128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B6%85%E9%81%8E%E4%B8%80%E5%8D%8A%E7%9A%84%E8%A2%AB%E5%AE%B3%E4%BA%BA%E7%82%BA%E5%AE%B6%E7%AE%A1%E6%88%96%E6%98%AF%E9%80%80%E4%BC%91%E4%BA%BA%E5%A3%A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69736986419128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5%B3%E6%80%A7%E8%A2%AB%E5%AE%B3%E4%BA%BA%E7%9A%84%E6%AF%94%E4%BE%8B%E4%BD%9455?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69736986419128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1%87%E5%86%92%E5%AD%90%E5%A5%B3or%E5%AD%AB%E5%AD%90%E5%A5%B3%E5%80%9F%E9%8C%A2?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69736986419128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1%87%E5%86%92%E5%AD%90%E5%A5%B3or%E5%AD%AB%E5%AD%90%E5%A5%B3%E5%80%9F%E9%8C%A2?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69736986419128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F%ABtag%E4%BD%A04%E5%B9%B4%E7%B4%9A%E7%94%9F%E7%9A%84%E5%A5%B3%E6%80%A7%E8%A6%AA%E6%9C%8B%E5%A5%BD%E5%8F%8B?source=feed_text&story_id=16697369864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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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生誤信假客服電話操作 ATM 連累室友被騙光生活費 

公告於 14 十一月 2017 - 最後修改日期 : 04 十二月 2017 

 
基隆市 1 名 18 歲林姓大一新生日前在宿舍接到假冒知名網路賣場「明洞國際」的

詐騙電話，對方謊稱因作業疏失不小心把男大生的訂單設為重複訂購，導致重複扣款，

表示會通知郵局協助處理，隨即由另 1 名自稱郵局客服專員的歹徒來電，告訴男大生

只要按照指示操作自動提款機就可以解除扣款設定，由於歹徒清楚掌握男大生的消費

內容，而且來電顯示號碼除了多出 1 個「+」號外，其餘都跟郵局提款卡上的客服電話

一模一樣，男大生便不疑有他，依照對方指示進行操作，結果把戶內 9 千多元的生活

費全匯給了歹徒，歹徒得手後還不罷休，指責男大生操作不當導致帳戶被鎖死，須再

拿另 1 張提款卡操作才能解除，男大生急於取回生活費，便找室友借用提款卡，兩人

一同前往提款機操作，結果把室友戶內 1 萬 7 千多元的生活費也全匯給歹徒，男大生

這才驚覺被騙，趕忙到派出所報案，對於自己輕信歹徒說詞害室友也被騙光生活費懊

惱不已。 

  刑事警察局指出，「ATM 解除扣款設定」是常見詐騙手法，歹徒先盜取民眾網路交

易個資，再冒充網站客服及金融機構人員，按圖索驥打電話行騙，今年 7 月間「明洞

國際」就曾發生疑似消費個資外洩情事，當時被騙報案民眾多達 99 人，而 10 月底開

始又有許多曾在「明洞國際」消費的民眾接到詐騙電話，光是上週就有 49 人被騙報案，

且人數還在持續增加當中，呼籲民眾應提高警覺。警方同時也提醒民眾，使用各種電

子商務服務時一定要建立個資可能外洩的風險觀念，接到陌生電話時，切勿因為對方

說出自己的交易資料就相信對方身分，聽到「誤設為批發商」、「誤設為重複訂購」、「會

員等級設定錯誤導致多扣會費」等詐騙關鍵字就要提高警覺，尤其 ATM 沒有任何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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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或設定功能，陌生人打電話要求操作 ATM 絕對就是詐騙；另外詐騙集團會竄改來

電顯示號碼，民眾可從來電顯示號碼開頭有沒有「+」字號加以分辨，有「+」號者代

表發話地點在國外，對方若自稱是國內業者或銀行人員，明顯就是詐騙，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求助。 

 

 
 
手機出清好便宜? 

看到親友臉書在賣手機，要打電話確認無誤再購買，千萬別急著匯錢阿!!! 

公告於 26 十月 2017 - 最後修改日期 : 04 十二月 2017 

 
近期詐騙集團瞄準「販賣高檔手機」有機可趁，並盜用臉書帳號刊登手機出清訊息，

要求被盜用者友人另加 line 帳號，私下洽談交易細節，並以遠低於市價的假格販售舊

款旗艦機，待被害人匯款後即失聯，直至匯款人發現，係友人臉書帳號遭盜用後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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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受騙。統計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受理民眾報案資料得知，自上週 106 年 10 月 9 日

迄 10 月 15 日止，計有 124 位民眾被害，大多數被害人於臉書向好友以低於市價行情

購買 IPHONE 手機，當雙方談妥交易細節並匯款後，卻遭到封鎖而求償無門。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民眾，透過臉書進行購物貼文或私下販售低價熱門商品多為

詐騙，因此若向臉書好友購物，需再三確認是否為其本人。若是您發現周遭的親朋好

友臉書疑似遭盜（冒）用，可建議可到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hacked 網頁，

依照步驟填寫新密碼和確認 email，即可取回帳號掌控權。此外，為降低 facebook 帳

號被駭，民眾可以在「帳號設定」頁面上，點選「帳號安全」，打開「登入警告」通知，

並設定認可的「瀏覽器與應用程式」。或者也可以在「登入許可」中，利用手機驗證碼，

多設定一層安全的驗證來登入帳號。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撥打 165 進行詢問。 

 
 
 

服務學習組 
一、本學期大一服務教育「志工進階知能研習」課程因應防疫關係，實施線上課程與

測驗，影片已於 5 月中旬開放予大一新生上網上課，並於期末 6 月 22 日 17 時前

完成聽課與測驗；青年志工時數登錄將於 5 月 29 日完成，如有應屆畢業生尚未登

錄，請把握時間洽詢服務學習組。 

二、109 學年第 1 學期「服務學習專業內涵」課程總計有 9 門課程申請，教務處於 109

年 5 月 27 日召開校課程委員會審查後正式成為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另有 3 門

課程補審中）。 

三、「母親節 5 月感恩月～感恩閱活動」開跑，5 月起至圖書館借閱 3 本書以上，書

名含「愛。品德。感恩。好。心」，憑借書收據櫃台兌換「冰領巾、小書包」，並

可至本組索取卡片寫心得，參加好禮轉轉樂抽獎活動，活動於 5 月 29 日畫下完美

https://www.facebook.com/ha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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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點；另，本組結合課外活動組、福智青年社辦理「致．最愛的您」母親節感恩

送花、送禮活動，在三天活動共計百名師生傳送媽媽我愛您影音至網路群組，表

達感恩母親的心聲，參加師生踴躍熱烈。 

四、本校參加教育部 109 年度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卓越學校遴選表及附件資料、補件

等，已於 5 月 6 日前寄至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國立成功大

學）參加遴選。 

五、本校參加「109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遴薦實施計畫」遴薦資料、

簡報檔、授權書及簡介影音檔等，預計於 5 月 29 日前函送南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課外活動組 
一、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本校應用社會學系志願服務隊獲

大學校院組服務性佳作；吉他社獲大學校院組康樂性甲等，成績雖未名列特優表

現，但社團學生們都非常努力的準備評選資料，這成績已是嘉義縣市大專校院中

獲第一名的佳績為校爭光。 

二、108-2 學年度財務核銷課程於 3 月 18 日（三） 15：30～16：30 在 S101 舉辦，學

生團體共計 59 人報名參加課程。 

三、108-2 學年度社團選社於 03 月 25 日登記結束，選社總人次計 1563 人。 

四、109 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暑假營隊活動教育部受理期限：109 年 04 月 01 日至

05 月 15 日，但目前有社團提出因疫情關係，因有部份合作中小學校提出暫不對

外開放辦理營隊，今年的暑期教優計畫本校無提出計畫申請。 

五、108 學年度校內學生團體評選活動，本次因應疫情校社評將參照全國社評方式進

行採電子化上傳，各學生團體於 04 月 01 日至 4 月 30 日將評選資料上傳至雲端

資料夾，於 5 月 11～24 日由 12 位委員進行評選，預計 6 月 17 日進行頒獎。 

六、109 年第一屆嘉義市青年學院【勇契學】活動，課活組推薦陳姵雙同學參加。 

七、108學年度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議訂於5月6日（三）早上10：00於C334會議室舉

行，會議中決議本學年度畢業典禮實校級辦理一場於109年6月13日（星期六）上

午10時00分～11時10分在中道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各院、系所畢業典禮舉辦日期、

時間及地點將請系所自行規劃辦理，系所畢業典禮經費依畢業班人數核計以補助

每人100元為原則。 

八、109 學年度校級會議學生代表選舉登記到 4 月 30 日（四），共計 9 人登記，選舉

相關時程如下： 

選舉公報：109 年 05 月 11 日（一）上網公告。 

選舉時間：109 年 06 月 10 日（三） 在學慧樓南側廣場舉行。 

九、108 年度畢業典禮之傑出畢業生受獎名單審查會議，已於 5 月 25 日（一）13：30

在Ｃ217 舉行，會議中已決議本學年度畢業生受獎名單。 

十、108學年度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會議於5月27日（三）下午15：30於C334會議室舉

行，會議中將確認傑出畢業生受獎名單及各單位工作進度報告。 

 十一、「108-2學生團體期末大會」暨「108學年度校內學生團體評選頒獎典禮」，訂於

6月17日（三） 下午15：00～17：00在雲水居國際會議廳舉行，敬邀校長、副校

長、學務長、副學務長蒞臨會場頒獎並為社團幹部加油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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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原資中心為協助原住民族學生提早了解自我職能缺口進而規劃個人職涯發展機會，

將於3月18日（三） 18：00～20：00在C217原資中心，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共

同辦理一場「UCAN好好用～職涯探索與解析」，透過UCAN施測結果Hollan code解

析協助學生尋找到最適合自己發展的職涯方向。 

二、原資中心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將於3月18日（三） 18：00～20：00在C217原資

中心，共同辦理一場「UCAN好好用～職涯探索與解析」，目前共計26人報名參加

活動。 

三、原資中心官網已於 3 月 12 日建置完成，網站置於學務處底下二級單位，官網網址

已公告並發 mail 給原住民族學生們週知，日後原資中心所有公告事宜均將公告於

官網及臉書粉絲頁並 line 給群組，以利學生多元管道收到活動訊息通知。 

四、原資中心於 3 月 30 日在學慧樓 1 樓中庭（彰化銀行前）舉辦本學期「期初聯誼活

動」，計有 22 位原住民族學生報名參加，活動中有原青社學生歌舞表演，學務長

及副學務長也蒞臨會場與孩子們勉勵同樂。 

五、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學習取代工讀」計畫，於 4 月 7 日（二）中午 12：00

起在原資中心開始進行相關的學習課程，共計 12 位同學參與「學習取代工讀」計

畫。 

六、原資中心於4月29日（三） 15：00～17：00在C320，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共同

辦理一場「職涯輔導工作坊（一）Holland學職涯探索」，邀請王抒忻老師透過Holland

職業興趣測驗讓學生更能了解自己的職涯興趣。 

七、原資中心於4月29日（三） 18：00～20：00在C320，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共同

辦理一場"從心開始溝通無礙「學長姊經驗分享～步入職場的心路歷程」"，邀請剛

畢業的布農族林心柔學姐回母校以「工作世界與你想的不一樣，面試經驗、為何

選擇此工作、目前職場環境與工作」等議題與學弟妹做職涯分享。 

八、原資中心於5月6日（三） 15：00～17：00在C320，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共同辦

理一場「典範人物故事（一）文面文化」，邀請到賽德克文史工作室負責人賽德克

族的田貴實老師分享賽德克族的消失的紋面文化。 

九、原資中心於 5 月 13 日（三） 15：00～17：00 在 C320，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共

同辦理一場「輔導系列活動（二） CPAS 適才適所」，邀請到 Career 就業情報的施

路光顧問，運用團體解測讓學生掌握就業方向。 

十、原資中心於 5 月 20 日（三） 18：00～20：00 在 C320，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共

同辦理一場「職涯輔導工作坊（二）夢想實踐」，邀請到四季職涯發展學院的莊凱

如老師，透過牌卡澄清學生的夢想、排列出自己的夢想樹、並擬定計畫實踐夢想。 

十一、原資中心於5月27日（三）與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共同辦理2場，活動地點為C320

教室，皆是邀請嵐咖啡的創辦人許鎧琳老師，15：00～17：00辦理「典範人物故

事（二）～回鄉創業的旅程」，分享返鄉創業甘苦談，追尋嚮往的故鄉夢。17：30

～19：30辦理「手作工作坊（一）～泰武咖啡烘焙手作」，分享咖啡知識，同時體

驗手搖烘焙泰武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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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 
一、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趨緩，配合疫情指揮中心指示，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 

不分行業，重點如下： 

1. 保持社交距離，如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座位採梅花座或增設隔板區隔。 

2. 落實個人衛生防護，如戴口罩、量測體溫、入口及場所內提供洗手用品或設備。 

3. 建立實名制，並確實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清消。 

 
 
二、學慧樓（H）吸菸區廢除公告 

經網路投票調查結果，並經 108-1 衛生委員會決議，學慧樓吸菸區已廢除，請勿

在禁菸區吸菸。本校吸煙區剩下二處，地點：（1）學海堂旁樹林區。（2）文會樓旁

步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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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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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蚊液提供使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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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確診登革熱、屈公病、茲卡等蚊媒傳染病，請通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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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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導師轉介輔導系統圖示 

 

選擇好預約，按

確認預約表示

「預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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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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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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人文學院 王素敏心理師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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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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 年度培育珍珠學生計畫通過名單 

 



南華大學 108-2-2 全校導師會議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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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核銷截止日 109 年 6 月 29 日（星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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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店家統編號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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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時間計劃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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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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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導師時間計畫表請於 109 年 3 月 16 日（一）前、導師時間紀錄表請於

109 年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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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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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導師時間實施計畫表該如何繳交呢？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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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系辦收齊後統一繳交至學輔中心） 

 
Q3：學期結束前需繳交哪些資料呢？ 

A3：需繳交「導師時間實施計劃表及導師時間紀錄表」。 

檢附資料：導師時間計劃表、導師時間紀錄表至少 6 次。（小提醒～系辦收齊後統一繳

交至學輔中心） 

 
Q4：導師時間紀錄表需於何時繳交？ 

A4：需於每學期結束前一週（期末考週前）繳交。 

導師時間紀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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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導師時間紀錄表如何繳交？ 

A5：每次班級活動完成後，導師須填寫「導師時間記錄表」，填寫方式有兩項方式可選

擇： 

●第 1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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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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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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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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須繳交正本： 

（1）導師時間計劃表 

（2）導師時間紀錄表 

 
 
Q6：導生活動費使用上有何規範？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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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學期公告實際繳交日期）。 

4.檢附資料：須檢附發票或收據正副本各 1 份、簽到表及照片正本 1 份。 

 
Q7：如何申請核銷導生活動費？ 

A7：須檢附單據或發票、導生活動簽到表、導生活動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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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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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填寫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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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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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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導師與導生進行個別輔導晤談後，如何建立輔導紀錄？ 

A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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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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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如果要即時發送簡訊給學生，可按下簡訊圖示按鈕 

 
 

圖 4：如果要查詢學生聯繫資訊，可按下文件夾圖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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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填寫輔導晤談畫面 

 
 

圖 6：查詢個人輔導晤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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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圖 8：輔導紀錄表系統列印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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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導生活動紀錄系統列印的格式 

 
 

圖 10：導師轉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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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班級導師須出席導師會議嗎？ 

A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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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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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特教宣導 

視障教科書申請流程 
一、需求調查： 
1.資源教室老師於學期結束前即可調查下一學期該視障生上課必要用書之點字書。 

2.務必檢附授課教師授課進度表或授課章節。 

3.書籍供應以該學期所修科目之教授指定用書為優先，並以章節為單位（非以冊為單

位）。 

4.每本圖書製作時間約需 30 至 50 個工作日，請標明各章節之需求進度，以便儘速提

供。 

5.如為急件，請於備註內說明所需優先製作的章節，每章節製作時間約需 7 個工作日。 

 
二、申請製作流程： 

 
  
 
 
 
 
 
 
                                    OR 
 
 
 
 
 
 
 
 
 
 
 
 
 
 
 
 
 

期末選課後，由視障生主動與授課老師確認教材-﹥提出申請 

(暑假、寒假製作)教材轉置

-送置淡大轉成點字書或點

字檔(約 30-50 個工作天) 

教材轉置放大後(約

1-3 天工作天) 

若寒暑假提出申請，

開學後 2 週內可以拿

取轉置書 

開學後可以拿取轉置書 

溫馨小提醒:避免開學後才確認用書，因 30-50 天的工作天將會影響視

障同學上課時學習效果，若視障同學期末確定課程後請授課老師盡早選

定使用教材，若教材由老師提供(1-3 天會將教材還至該生，由該生歸回

老師)-將依著作權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執行 

放
大
書 

點
字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