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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2全校導師會議導師提問及回覆情形 
院

別 

導

師 
提問 回覆情形 

社

會

科

學

院 

鍾

志

明 

一年多來，幾乎每天校內狗狗會個別

或成群對人狂吠，甚至攻擊的情形也

時有所聞，已造成教職員生心生恐

懼，卻不見學校有具體改善之策，不

知若遭狗狗咬傷可以找誰請求賠

償？ 

【總務處回覆】 

基於安全性考量，現有校園犬隻已規

劃於機車道旁空地「校園狗狗暫置區」

貨櫃旁，設置圍網以飬養方式管理，

並持續推動愛護犬隻送養計畫，如發

現遭棄養犬隻則驅離校園。 

人

文

學

院 

釋

覺

明 

本所研究生在職為多，家庭工作學

業，時間緊迫。有些反應，導生會是

否不一定要六次呢？我建議，可否讓

導師自由採個別輔導方式，也容易與

真正有問題者，能較有效解決，或建

立較為良善師生互動。疫情大家能不

驚不畏 

【學務處回覆】 

依「南華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規

範，班導師之職責主要充分了解導生

人格特質、生活與家庭狀況，協助導

引其身心發展，且班會時間是由導師

與導生共同討論，若因疫情影響，班

會召開亦可採視訊等多元形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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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務處 
一、註冊暨課務組 

南華大學因應疫情課程、學期成績、學位考試及畢業因應措施 

110 年 5 月 31 日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標 

（一）因應嚴重疫情，確保教學品質與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二）針對各項課程、教學與評量方式，兼顧彈性多元、確保品質等原則。 

（三）尊重系所學程課程專業與教師教學自主，賦予行政措施適切彈性。 

 
二、課程 

（一）全校各學制課程採取全面或大規模遠距教學的期間（由防疫小組公告）。 

（二）各項課程、教學與評量方式，以彈性多元方式處理，並採從寬認定為原則。 

（三）有關實習、實驗、實作、實踐或體育等課程之授課方式，請依下列原則實施： 

      1.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未採遠距教學之課程，如實驗、實作、實踐或體育等課

程，請授課教師於 6 月 7 日前與學生溝通選擇補課或採取替代方案，儘速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替代方案或補課。上述調補課或替代方案均應循行政程序（替代

方案仍須完成調補課程序）。 

      2.5 月 29 日至 6 月 14 日之實驗、實作、實踐或體育等課程，請儘量採取遠距教

學或與學生溝通替代方案，教學與評量方式以彈性多元方式處理，並採從寬認

定為原則。 

      3.為顧及學生安全，110 年暑假校外實習以暫緩為原則。目前仍進行實習者，

依中央規定辦理，如實務上無法用線上授課方式進行，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

擬繼續實習，仍希望續留實習場所實習，經系、所、學程與實習機構評估實習

課程的必要性、實習學生的防疫安全、該實習環境安全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

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實習。但應請實習學生簽署自願參加實習切結書，並檢附

家長同意書（滿 18 歲學生可免），具結文件如有偽造、變造情事，經查證屬實

者，自負法律責任。 

      4.各年級學生（含大四及延畢生）實習之替代方案由各學系系務會議或實習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專簽會辦教務處（認列學分數）及產職處，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 

（四）疫情三級及四級警戒階段，所有課程之平時評量、期中評量、期末評量均採遠

距方式辦理 

（五）疫情二級警戒階段，所有課程之平時評量、期中評量、期末評量以採遠距方式

辦理為原則，授課教師若有特殊需求擬辦理實體評量者，請於評量前兩週（情

況緊急得為一週），經與修課學生妥善溝通，並納入「課程大綱評量欄」內說明，

填寫「課程實體評量申請表」（詳見附件 1）提出申請，經教務處依防疫規定審

核通過，方可實施實體評量。 

 
三、學期考試成績 

（一）各系、所、學程、班因疫情影響，致學生無法全程參與課程，各項課程評量（含

期末評量），授課教師得依課程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線上考試、線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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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報告與其它措施，處理學期成績。 

（二）學期成績送交起迄時間如表 1（原繳交截止日均延後一週）。 

表 1 調整後之大學部、碩博士班學期成績送交起迄時間 

 調整後時段 

畢業班 110 年 5 月 24 日（週一）起至 6 月 14 日（週一）晚上 12 點止 

學士班 110 年 6 月 21 日（週一）起至 7 月 12 日（週一）晚上 12 點止 

碩、博士班 110 年 6 月 21 日（週一）起至 7 月 19 日（週一）晚上 12 點止。 

 
四、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等學位論文口試，惟仍應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並全

程錄音錄影存檔留存於系所，經系所主管同意方得調閱，相關檔案須妥予保存，

以利備查。 

（二）學位考試之「學位合格證書」（詳見附件 2）、「口試委員評分表」（詳見附件 3 

      及「口試總評分表」（詳見附件 4），遠距口試委員以名單呈現，無須親自簽名； 

      然指導教授及所長須親自簽章。上述文件由系所留存備查。 

（三）學位考試截止日為 7 月 2 日止。若因特殊原因也無法以視訊進行時，學生得向

系、所申請延後至次學期進行學位考試；申請延後者，當學期得辦理休學，該

次休學計入學則規定之休學年限內，逾休學年限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間本

校修課紀錄皆不予採計，若需保有當學期修課或在學記錄者，當學期不得辦理

休學。 

（四）「畢業生申請網路離校暨領取學位證書事項說明」，詳見網址： http：

//academic3.nhu.edu.tw/Web/Index （教務處網站→最新消息→註冊暨課務公

告。） 

 
五、畢業 

    畢業生無法於期限內辦理畢業離校者，可採以下二種方式彈性處理。 

（一）可委託他人代辦離校手續，受委託人得持委託書（詳見附件 5）領取畢業證書。 

（二）先辦理完成離校手續後，可委託註冊組代為掛號郵寄，委託者須檢附學生證、

切結書、委託書及 B4 回郵信封【須填妥收件人、電話、地址及貼足掛號郵資（國

內 70 元郵資，亞洲國家 420 元）】。  

（三）外籍生須於 7月 20日（週二）前上網申請畢業離校，請各相關單位協助儘速審

核，教務處於 7月 30日（週五）前核發畢業證書。 

  

http://academic3.nhu.edu.tw/Web/Index
http://academic3.nhu.edu.tw/We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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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華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防疫情間課程實體評量申請表 

（實體評量注意事項，詳見附件 1-1。） 

1 
課程 

屬性 

□實習□實作□實驗□實踐□體育□體育 

□一般課程 
日期： 年 月 日 

2 
開課 

資料 

開課系

所 
 修業別  

3 
課程

名稱 
 班次  

4 
課程

資訊 

□必修  □選修 ；學分數：________ 

評量場域或教室號碼：_________ ；修課人數：________人； 

評量時間：星期__________第___________節 

（備註：評量場域若為教室請逕行向總務處辦理借用。） 

5 

防疫

措施

規劃 

□進出教室/實作/實驗/體育/實習場域時，全程配戴口罩，並落實手部清

潔、消毒、未配戴者禁止進入。 

□執行體溫量測並記錄，體溫≧37.5℃，或呼吸道症狀者，禁止進入考試場

地。 

□建立座位表並進行人流管制（每次進入人數不得超過該場地容量的

3/10），並確保人員距離 1.5 公尺以上為原則，並於考試完畢後將相關

記錄送至系辦留存（範例如附件 1-1至 1-4）。 

□教室/實作/實驗/體育/實習場域進行分流測驗，並確實作好設備物品使用

操作間隔，使用完畢後再次消毒。 

□考試前後，以酒精、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等消毒液，針對教室/實驗場

域/實習場所之門把、課桌椅、電燈開關等處進行清潔消毒。 

□其他規劃說明： 

6 

授課

教師

資料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授課教師 系所（單位）主管簽章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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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實體評量注意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5 月 21 日因應全國 COVID-19 疫情升到三級警戒，請大專校院

配合強化防疫措施及停止到校上課配套措施辦理。 

（一）實習課程：應以遠距、遠距教學或其他替代教學方式為原則，但如實務上無

法實施遠距授課，基於個別學生學習需求，經授課教師與實習場所評估課程之

必要性、實習學生之防疫安全、實習場所環境安全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

尊重學生意願繼續相關課程。 

（二）實作、實驗、實踐或體育課程：應以遠距、遠距教學或其他替代教學方式為

原則，但如實務上無法實施遠距授課，基於個別學生學習需求，經授課教師評

估課程之必要性、學生之防疫安全，實作、實驗、實踐或體育場域之環境安全

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相關課程。 

（三）一般課程：原則改採遠距教學方式或其他替代教學方式，個別學生基於學習

需求，經學校評估課程的必要性、學生的防疫安全及教室防疫管理等情形，並

有完善規劃，得尊重學生意願下予以協助。 

二、確屬必要且不可中斷之實作、實驗、實踐、體育或一般課程，請教師妥善安排學

生使用時段；須於教室或實作、實驗、實踐、體育場域進行期末測驗，務必落實

佩戴口罩與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防疫作為，請教師確實點名並保留學生出缺席紀

錄，以利後續追蹤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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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體溫量測紀錄表 
課程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紀錄人：  

學號 姓名 體溫 備註 學號 姓名 體溫 備註 

        

        

        

        

        

        

        

        

        

        

        

        

        

        

        

        

        

        

        

        

        

        

備註： 

體溫≧37.5℃或呼吸道症狀者及身體不適情形應立即就醫，並通報校安中心 

電話：05-2721001 #1601～1606，或與 1230 連絡就醫協助。（本表自行送系辦留存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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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教室座位表（範例） 

講 台 

           
   

           
   

           
   

 
             

 
             

 
             

 
             

 
             

 
             

 
             

 
             

 
             

 
             

 
             

 
             

 
             

 
             

 
             

 
             

 
             

 
             

 
             

 
             

課堂座位與實際位置不相符時，請教師直接提供正確座位表，並送系辦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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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實驗室座位表（範例） 

 
 
 

 
 

 
 

 
 

 
 

 
 

 
 

 
 

 
  

前 
 
 

門 

後   

門 

黑  板 

桌
   

子
 

桌
   子

 

桌
   子

 
桌
   子

 

桌
   子

 
桌
   子

 

桌
   子

 

桌
   

子
 

講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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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 華 大 學  

（系所名稱）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論文中文題目） 

（論文英文題目） 

 
研究生：（請學生親筆簽名）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僅列口試委員姓名  

無須簽名_______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簽名____ 

 
系主任（所長）：所長簽名________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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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華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總評分表（98/11版） 
 

系所名稱  修 業 類 別 
□ 碩士班  □ 博士班 

□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指導教授  
口 試 日 期 

口 試 地 點 

 年 月 日 

          

論文題目 

（中文） 
 

論文題目 

（英文） 
 

口試委員 評 分 口試委員 評 分 

    

    

    

總平均成績            分（請取整數） 

結   論 

□通過  □不通過 

□修正後通過（依口試委員意見修正，並授權指導教授審議） 

□其他____________ 

主持人（簽章） 主持人簽名             （指導教授不得擔任主持人） 

口試委員 僅列口試委員姓名，無須簽名 

備 

註 

1.口試通過之認定條件：口試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並經各口試委員（含指導教

授）於學期結束前（上學期於 1 月 31 日前；下學期於 7 月 31 日前）簽名認

可。 

2.若口試委員於本表結論欄中勾選「通過」或「修正後通過」，則請於論文扉

頁簽章。 

3.本表務請填妥繳回系所彙辦，相關文件由系所自行留存。 

4.疫情期間本表「口試委員」欄及「學位合格證書」，均得僅列口試委員姓名，

無須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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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南華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評分表（98/11版） 
 

系 所 名 稱  修 業 類 別 
□ 碩士班  □ 博士班 

□ 碩士在職專班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指 導 教 授  
口 試 日 期 

口 試 地 點 

  年 月 日 

          

論 文 題 目 

（ 中 文 ） 
 

論 文 題 目 

（ 英 文 ） 
 

口 試 委 員 

簽 章 
僅列口試委員姓名，無須簽名      ___年___月___日 

評審項目及% 總成績 

1.研究方法 20% 3.文字與結構 20% 

 2.參考文獻 20% 4.心得創見或發明 40% 

評 

語 

  
 
 
 
 

程序 

一、召集人致辭，並宣佈論文口試開始。 六、研究生退席。 

二、研究生報告論文寫作經過及主要內容。 七、考試委員研商評分並決定口試結果。 

三、考試委員開始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八、研究生重新入席。 

四、指導教授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九、召集人總結論並宣佈口試結果。 

五、召集人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十、散會。 

備註 

一、論文考試成績評分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論文考試成績以出席

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取整數）。 

二、論文考試成績評分以一次為限。若指導教授超過一位，則請共同評定一個

分數。 

三、論文考試成績評定不及格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

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四、論文考試成績評分通過後，敬請考試委員在論文封面扉頁簽名。 

五、本表務請填妥繳回系所彙辦，相關文件由系所自行留存。 

六、疫情期間「口試委員簽章」欄，得僅列口試委員姓名，無須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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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南華大學委託書 

Power of Attorney 
本人（姓名）     因有事無法親自來校辦理      ，  

特委託（姓名）                      代為申辦。  

Herewith, I （name）        authorize （name）         to carry out 

the procedure for me because I have something to do and cannot handle                   
personally. 
 此 致 

南華大學教務處 

To：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Nanhua University . 

立書人 

Authorizer 
          姓名 Name：       （簽名或蓋章）（signature or stamp） 

               學號 Student ID：                     

               系所別 Department/institute：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戶籍地址 Household address：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被委託人（被委託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Authorizee （It is necessary to present the ID card） 

              姓名 Name：       （簽名或蓋章）（signature or stamp）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戶籍地址 Household address：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Date：     YYYY      MM       DD 

請詳閱南華大學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書後申請，謝謝。 

 
 
 
二、專業倫理與品保組 

事項 內容說明 

教學意見調

查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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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至 5月 23 日；一般生 5月 31日至 6月 20日，但因疫情關係，

將填寫時間皆延長至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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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至 5 月 3 日止，教務處已於 5 月

4-7 日 E-mail 通知預警學生線上查詢預警科目、Office Hour 預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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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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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月 5 日至 5 月 14 日止；一般課程：自 110 年 4 月 5 日至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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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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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每日皆進行整潔及消毒，請搭乘時應該全程配戴口罩，未能配合者不予提

供搭乘。 

（二）校園購買餐飲時，請配合以選購後外帶食用方式辦理，避免群聚現象。 

二、交通安全： 

（一）校車：配合防疫（遠距教學）期間仍維持以 16 班次嘉縣公車及 3 班次臺西客運

公車與本校校車等交通接駁車，進行鄰近之車站、宿舍區行駛，調整之交通行

駛一覽表皆以 Email 寄予同學參考使用。 

（二）本校南華九村宿舍前（南華路），道路邊公共排水溝渠無設置溝蓋，常致使交通

事故衍生。經本校發函請「嘉義縣政府」協助進行溝蓋鋪設後，縣府已於 5 月

11 日函邀本校進行現場會勘，決議為：「施作溝蓋鋪設約 22 公尺，由縣府承辦

簽報爭取經費，待經費核撥後進行施作。」，請於未改善前同學行經該處仍應注

意安全。 

三、生活機能： 

（一）餐飲提供：配合防疫（遠距教學）期間校園購買餐飲人數減少，故以調整各餐

廳營業時段，調整詳細一覽表皆以 Email 寄予同學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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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108 年 11 月 1 日起提供師生於校園內消

費中使用。 

（三）請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校園內「一次用吸管」及「購物袋」等塑膠製品

限制使用政策；其包含於外送平臺訂餐不索取免洗餐具及購物用塑膠袋，以減

輕環境負荷。 

（四）請落實本校「影印機管理要點」影印紙張使用管理，及加強宣導其公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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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遞、活動辦理等無紙化政策辦理。 

四、教室設備使用： 

（一）所保管之財產及物品，如有異動位置或毀損應於校務行政系統上辦理移轉、移

交、報廢等程序，切勿自行將損壞物品丟棄，如遺失須負賠償責任。 

（二）遠距教學期間專業教室如有使用，請提醒借用人離開時，關閉設備及冷氣燈光

等，並將門窗上鎖。 

五、雖然近日梅雨已到，但嘉義地區水情仍吃緊，請各位導師持續協助宣導節約用水，

節水方法略如： 

（一）隨手關緊水龍頭。發現給水設備有漏水現象，請即電話通知營繕組。 

（二）泡澡改為淋浴。 

（三）請將面紙投入垃圾桶而不要丟入馬桶中。 

另其他節水方法【可至「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網站：http://ww w.wra.gov.tw）

及「節約用水資訊網 」（網站：http://www.wcis.org.tw），內容包含節水快報-

「家庭省水小妙招」、節水文宣等查詢】。 

六、由於梅雨已至，若老師研究室陽台漏水孔有樹葉或雜物堵住請移除，以免大雨造

成淹水。也請導師宣導住宿同學清理陽台漏水孔，以防堵塞。 

 
 

參、資訊中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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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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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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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個資保護教育資

料請參考教職員教育訓練專區-個人資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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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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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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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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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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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登入密碼（登入後請變更密碼） 

教職員：請聯絡資訊中心郭文壽（分機 1514） 

學生： 

109 學年起預設密碼：身分證字號# （例如：Q123456789#） 

108 學年（含）以前之預設密碼：#身分證字號 （例如： #Q123456789） 

10、全校師生微軟大宗授權合約下載專區 

（1）資訊中心>相關連結>校內資源 http：//203.72.1.252：8080  

（2）請使用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登入，校外網路無法連接 

11、數位學習平台網站 

 109 學年第 2 學期數位學習平台 http：//moodle.nhu.edu.tw 

 109 學年第 1 學期數位學習平台 http：//1091moodle.nhu.edu.tw/  

 108 學年數位學習平台 http：//108mood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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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各項業務諮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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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箱相關諮詢窗口：李勝凱 分機 1511 

個資相關諮詢窗口：周容如 分機 1524 

13、南華大學資訊中心官網：http：//ic2.nhu.edu.tw/ 

 
 

肆、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一）為增進學生各項職場知能及實務力，通識中心及產職處開設「就業力職能培育

跨領域學分學程」每門課均 3 學分共 12 學分。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課程及活

動時間、地點、報名等相關訊息請至校務行政系統查詢。請各位導師鼓勵 109

級學生踴躍選修及參與各課程。 

（二）為顧及學生安全，110 年暑假校外實習以暫緩為原則。目前仍進行實習者，依

中央規定辦理，如實務上無法用線上授課方式進行，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擬

繼續實習，仍希望續留實習場所實習，經系、所、學程與實習機構評估實習課

程的必要性、實習學生的防疫安全、該實習環境安全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

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實習。但應請實習學生簽署自願參加實習切結書，並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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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滿 18 歲學生可免），具結文件如有偽造、變造情事，經查證屬實

者，自負法律責任。各年級學生（含大四及延畢生）實習之替代方案由各學系

系務會議或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專簽會辦教務處（認列學分數）及產職

處，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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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今年教育部規定執行 108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106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及 104

學年度畢業滿 5 年之畢業生流向調查情形，產職處於 110 年 5 月 4 日召開「110 年畢

業生流向調查作業說明會」，調查期程自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共 14 週，請各系所

助理、主任及 104、106 與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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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應疫情不開放永續

中心為 Call Center 進行電訪調查，請各系所安排個別電訪場域。為獎勵各系所配合執

行調查，於 110 年 7 月 30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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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鼓勵教師投入產學合作，提升產學合作能量，於 110 年 5 月 31 日臨時行政會

議修定「南華大學產學合作管理辦法」及「南華大學企業產學合作獎勵要點」，

從管理費及節餘款的分配與運用，以及承接企業產學案的獎勵，鼓勵教師開拓

企業產學合作、協助企業申請 SBIR 計畫案以及爭取政府產學合作（須結合企業

投入資金之計畫）。另外，前一年度承接產學合作績優之計畫主持人，予以公開

表揚。績優名單由產職處依當年度全校產學合作實績，簽請校長核定。 

（二）每學期舉辦 6 場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提供師生與企業對接的機會。109 學年

度第二學期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3 月 18 日至 5 月 7 日四場次，已順利完成，感

謝老師帶領學生前來聽講。因疫情的關係，5 月 18 日陳明璋院長演講以 moodle

平台進行。6 月 10 日孫杰夫理事長演講延到下學期舉辦。 

 
產學合作組 組長簡婉惠、組員張喻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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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育成組 
（一）配合「就業力職能培育跨領學分學程」，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辦四場「創業楷

模講座」、三場「創業主題班」及三場「創業交享聚」。3 月-4 月各場次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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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因疫情關系，5 月-6 月有兩場創業楷模講座、兩場創業交享聚以線上方

式舉辦。5 月 27 日創業楷模講座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國欽董事長演講「創

意+行動力  邁向 A 咖人生」，以同步 google meet 進行，線上同時超過 100 人

聽講，同學非常踴躍參加。預計 6 月 8 日辦理成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王國雄董

事長以 google meet 線上方式演講「公益與獲利兼具的商業模式」，歡迎大家踴

躍加入聽講。 

（二）因疫情的關係，原訂於 5 月 23 日舉辦的創新創業工作坊，暫緩舉辦。將規劃以

線上方式進行。舉辦細節再行公告。歡迎老師推薦同學參加。 

 
創新育成組 組長簡婉惠、組員張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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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原住民。 

2、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 

(二) 各系經濟不利學生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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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附錄一－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提出申請教育部補助，

目前尚待核定，煩請教師協助提供相關資訊給經濟不利之學生瞭解以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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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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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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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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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甲等 3,000 元 

乙等 1,500 元 

（期末成績須於 110/7/2

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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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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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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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與學校修讀本校各單位經核定開設之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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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按學期取得張數獎勵 

證照等級標準 300 元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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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活動獎勵 

按學期獎勵 

參與獎勵金 1,000 元 

經審查為完整優良履歷者 

另頒發獎勵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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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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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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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接受 Tutor 或 TA 輔導、導師輔導、學伴

共讀及其他學習輔導機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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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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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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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前一學期進步 5 分（含）

以上 5,000 元 

（請於 110/03/26 前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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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進步

獎勵 

較前一學期

進步 5分

（含）以上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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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擔任幹部者請於

11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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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服務學習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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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紀錄冊」 

2.每學期經學務處核准志願服務紀錄冊時數，

檢附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正本驗退）並加

蓋運用單位章 

3.服務學習組核准並登錄學習總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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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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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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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一次參賽限申請獎勵乙次，【同競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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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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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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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初階班及

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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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查筆記

優良者 

另頒發 3,000 元-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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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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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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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3 

 
 

伍、國際及兩岸學院 
一、獎勵金： 

（一）10-1 海外學習獎勵金申請：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底止。 

1.獎勵金額度 3-30 萬元不等，請鼓勵學生善加利用。 

（二）學海系列計畫申請： 

1. 110 年度第二次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鼓勵教師於 110 年 9 月 15 日前踴躍提

出。 

（1）110 年 9 月 1 日以前：撰寫申請資料「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書格式」，

並 email 至產職處蔡承瑋小姐 （sasha0409@nhu.edu.tw）。產職處將審閱計畫書內容，

實習合約及海外醫療/意外保險請務必遵照「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法」第八條規定辦

理。 

（2）110 年 9 月 10 日之前：請有意申請計畫的專任教師，提供系所名稱、姓名、可

連絡之信箱，email 給國際學院郭小姐（Lingyu@nhu.edu.tw），待系統開放後，將為師

長們建立教育部線上系統帳號，以利 9 月 15 日前上網填寫。 

（3）110 年 9 月 15 日以前：教師完成修正後，請將計畫書內容填寫至教育部線上系

統（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planmanager），並將計畫書電子檔 email

http://iaccd.nhu.edu.tw/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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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際學院（Lingyu@nhu.edu.tw）。 

（4）敬請各位師長詳閱 110 年度學海築夢及新南向築夢資料

（https://bit.ly/3hXOd1O）。 

2. 111 年度學海飛颺/學海惜珠，請鼓勵學生於 111 年 3 月 15 日前踴躍提出。 

（1）文件格式請至國際學院官網下載專區，下載使用。簡章：（https://bit.ly/31Io55C）。 

二、各項計畫： 

1. 2022 春季班交換生資格申請：即日起至 110年 10月 8日（得視實際申請情形展延）。 

2. 2022 春季班雙學位入學資格申請：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8 日。 

3.雙學位學生班資格申請：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底。 

 
 

陸、教學發展中心 
一、「教學發展中心」邁向”e師苑” 

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中心提供遠距課程相關方案，授課教師可參考以下

方法進行遠距教學。 

（一）採用非同步（預錄影片）遠距教學： 

非同步 

遠距授課方式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非同步 

錄製影片軟體 

Moodle 平臺同步教

室系統 

Microsoft Teams 軟體 使用 PPT+EverCam 錄

製 

操作手冊 
1.連結 

2.連結 

1.連結 

2.連結 

1.連結 

2.連結 

教學影片 
1.連結 

2.連結 
連結 

1.連結 

2.連結 

備註： 

1.授課影片、教材、作業等資料應於上課二天前上傳 Moodle 平臺。 

2.全程以影片授課者，授課影片時數一學分為 40-50 分鐘。 

3.搭配指派作業、學生報告或線上測驗等者，需錄製一學分至少 30 分鐘教學影片。  

 
（二）採用同步（線上互動）遠距教學： 

同步 

遠距授課方式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D 方案 

同步 

遠距授課軟體 

Moodle 平臺

同步教室系

統 

Microsoft 
Teams 軟體 

LINE 視 訊

+EverCam 螢

幕錄製 

使用 Google Meet、

Cisco Webex、JoinNet

等軟體（教師自己熟

悉的軟體） 

操作手冊 
1.連結 

2.連結 

1.連結 

2.連結 
連結 Google Meet 

Cisco Webex 
JoinNet 教學影片 

1.連結 

2.連結 
連結 

1.連結 

2.連結 

備註：教學後一週內將同步遠距教學資料上傳至 Moodle 平臺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1194
https://nhuwebfile.nhu.edu.tw/UploadedFiles/2021/6/276b0760-e8f8-4174-b052-abf61867a0c4.pdf
http://ctld3.nhu.edu.tw/Web/Pages?mid=5249&n=%E5%90%8C%E6%AD%A5%E5%8F%8A%E9%9D%9E%E5%90%8C%E6%AD%A5%E9%81%A0%E8%B7%9D%E6%95%99%E5%AD%B8%E8%BB%9F%E9%AB%94%E6%93%8D%E4%BD%9C%E6%89%8B%E5%86%8A%E5%8F%8A%E6%95%99%E5%AD%B8%E5%BD%B1%E7%89%87
https://nhuwebfile.nhu.edu.tw/UploadedFiles/2021/6/73fda079-23fe-479f-a1aa-ff93866c80fb.pdf
http://ctld3.nhu.edu.tw/Web/Pages?mid=5249&n=%E5%90%8C%E6%AD%A5%E5%8F%8A%E9%9D%9E%E5%90%8C%E6%AD%A5%E9%81%A0%E8%B7%9D%E6%95%99%E5%AD%B8%E8%BB%9F%E9%AB%94%E6%93%8D%E4%BD%9C%E6%89%8B%E5%86%8A%E5%8F%8A%E6%95%99%E5%AD%B8%E5%BD%B1%E7%89%87
https://nhuwebfile.nhu.edu.tw/UploadedFiles/2021/6/d8affc4a-b614-4798-ab75-076dbab84d2f.pdf
http://moodle.nhu.edu.tw/mod/videos/view.php?id=1422
http://moodle.nhu.edu.tw/mod/videos/view.php?id=14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ut74E7ko&list=PLgaZX9bZkpNgF4oH4g8dFbUvyKmYJngUe
http://moodle.nhu.edu.tw/mod/videos/view.php?id=19083
http://ge.eecloud.tw/media/112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1194
https://nhuwebfile.nhu.edu.tw/UploadedFiles/2021/6/276b0760-e8f8-4174-b052-abf61867a0c4.pdf
http://ctld3.nhu.edu.tw/Web/Pages?mid=5249&n=%E5%90%8C%E6%AD%A5%E5%8F%8A%E9%9D%9E%E5%90%8C%E6%AD%A5%E9%81%A0%E8%B7%9D%E6%95%99%E5%AD%B8%E8%BB%9F%E9%AB%94%E6%93%8D%E4%BD%9C%E6%89%8B%E5%86%8A%E5%8F%8A%E6%95%99%E5%AD%B8%E5%BD%B1%E7%89%87
https://nhuwebfile.nhu.edu.tw/UploadedFiles/2021/6/73fda079-23fe-479f-a1aa-ff93866c80fb.pdf
http://ctld3.nhu.edu.tw/Web/Pages?mid=5249&n=%E5%90%8C%E6%AD%A5%E5%8F%8A%E9%9D%9E%E5%90%8C%E6%AD%A5%E9%81%A0%E8%B7%9D%E6%95%99%E5%AD%B8%E8%BB%9F%E9%AB%94%E6%93%8D%E4%BD%9C%E6%89%8B%E5%86%8A%E5%8F%8A%E6%95%99%E5%AD%B8%E5%BD%B1%E7%89%87
https://support.google.com/a/users/answer/9282720?hl=zh-Hant
https://help.webex.com/zh-tw/xqsxxt/Get-Started-with-Cisco-Webex-Training#MC-q1
https://blog.joinnet.tw/%e5%bd%b1%e9%9f%b3%e6%93%8d%e4%bd%9c%e8%aa%aa%e6%98%8e
http://moodle.nhu.edu.tw/mod/videos/view.php?id=1422
http://moodle.nhu.edu.tw/mod/videos/view.php?id=14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ut74E7ko&list=PLgaZX9bZkpNgF4oH4g8dFbUvyKmYJngUe
http://moodle.nhu.edu.tw/mod/videos/view.php?id=20069
http://ge.eecloud.tw/media/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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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教學基礎工程 

（一）硬體設備 

設備名稱 數量 遠距教學輔助功能 借用方式 

WebCam 網路攝

影機 
15 

可搭配未具備攝影鏡頭之電

腦，進行同步視訊或非同步錄

製教材（可收音） 

請至教發中心網站

（https://is.gd/CS6QTn）下

載並填寫「遠距教學相關設

備借用申請表」後，送至教

發中心領取設備。 
手寫板 5 

教師可使用手寫板進行同步及

非同步授課之重點書寫（如數

學計算、繪圖等） 

筆記型電腦 3 
可進行同步視訊授課或非同步

教材錄製 

請攜帶證件至教發中心填

寫設備借用申請表並領取

設備。 

數位攝影機 4 錄製非同步授課教材 

攝影機腳架 5 固定攝影機 

數位照相機 9 錄製非同步授課教材 

DJI-OSMO Mobile3
手機雲台 

2 
手機專用穩定架，使用手機錄

製非同步授課教材 

DJI-Ronin-SC 單眼

相機穩定雲台 
1 

單眼相機專用穩定架，使用單

眼相機錄製非同步授課教材 

無線簡報器 3 
可讓授課教師無線操控 PPT 前

後頁 

 
（二）教學軟體 

軟體設備 數量 遠距教學輔助功能 借用方式及操作手冊 

Moodle 平臺 
全校

授權 
全校性使用之數位學習平臺 

1.登入網址：

http://moodle.nhu.edu.tw/ 
2.操作手冊：

https://is.gd/hgiU1J 

（New）EverCam 

100
套授

權

+100
套授

權 

使用 PPT 即可錄製非同步授

課教材及後製 

1. 專 任 老 師 請 於 線 上

https://reurl.cc/1gyLVQ 填寫

EverCam 軟體授權申請，待

審核通過後將寄發授權序號

及啟用碼。 

2.操作手冊：

https://is.gd/eoeaZH 

威力導演 18 20 套 
後製 MP4 影片檔之非同步授

課教材 

已安裝於 e 學苑電腦，可自

行使用。 

Zuvio 
全校

授權 

使用手機即可進行師生互動

（問答、點名等等） 

1.登入網址：

https://irs.zuvio.com.tw/ 
2.操作手冊：

https://is.gd/RADSwG 

https://tinyurl.com/yxb5gsxc
https://tinyurl.com/yxb5gsxc
http://moodle.nhu.edu.tw/
https://is.gd/hgiU1J
https://reurl.cc/1gyLVQ
https://is.gd/eoeaZH
https://irs.zuvio.com.tw/
https://is.gd/RAD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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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疫情，期末成果報告線上化 

因應疫情三級警戒延長，教育部宣布遠距教學至 6 月 14 日，遠距教學、遠距試

辦及 TA 期末成果報告繳交方式如下： 

1.遠距教學課程原請開課單位於 6/23（三）下午 5 點前將以下紙本資料（含電子

檔，請勿轉成 PDF 檔）送至教發中心（W404），改為 Email 繳交至承辦人信箱

chiaoyi@nhu.edu.tw。 

（1）遠距教學課程評鑑表及佐證資料 

（2）遠距教學課程成果報告 

（3）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議紀錄（因疫情關係，可後補） 

2.遠距教學試辦課程期末成果報告書改為線上繳交方式，請授課教師於 6/21（一）

前至 Moodle 數位學習平臺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2471

繳交。 

 
3.原教學助理需繳交「期末成果報告」紙本至教發中心，改為線上繳交「期末成

果報告」至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請各位導師參閱 5 月 27 日教發中心公告信

件。 

4.「期末成果報告」繳交期限至6/11（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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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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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繳交2個單元數位教材（例如：簡報

檔或影片），請一併上傳至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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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認證青年志工、服務教育及三好

護照，請依照學務處服學組公告辦理。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2471
http://moodle.nhu.edu.tw/course/view.php?id=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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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一、交通安全宣導： 

（一）本學期結合友善校園週交通安全宣導 2/23-3/4 共 5 天的 07：40-09：20 時，於

大門口機車道實施「戴安全帽、永保安康」宣（勸）導登記，計動員校安人員

10 人次、學生志工 34 人次，學務長及副學務長督導，共勸導登記 31 人（未戴

安全帽 10 人，未繫帽扣 21 人），其中以一年級 

人數 18 人最多（二 8，三 4，四 1）均給與勸導單，並邀請參加 3/24 日之交通

安全研習。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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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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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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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學生會王同學向縣府陳情撤銷南華路與澤人路口之兩段式左轉停等區，縣

府於 3 月 19 日 10：00 邀民雄分局、中正大學、本校及兩校學生會共同會勘，

經現地會勘及本校提供該兩段式左轉設置前後車禍意外事件的統計分析後決議：

維持機慢車兩段式左轉並增繪轉彎線一組。至於南華路經中正大學西側門東行

路段擴寬成一快車道、一混合車道之建議，縣府列入研議。 

（四）3/24 辦理 109-2 交通安全教育講座（含違規者再教育），邀請教育部交通安全教

育種子教官南應大丁獻宏教官擔任講師，講師準備題材豐富，會場互動熱烈，

學員回饋收穫滿滿參加人數 60 人，其中違規接受登記者 14 人，自由報名（含

發生事故）者 46 人。違規接受登記者未到課 17 人將另通知個別補課。 

二、防治藥物濫用： 

（一）辦理拒毒萌芽「大手攜小手」反毒宣導：帶領幼教系學會 22 名同學，至秀林國

小（3/9 日）、三和國小（3/10 日）實施拒毒萌芽反毒宣導，運用巧思設置的團

體遊戲（五種宣導遊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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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深刻印象達成宣教效果，本次活動

秀林國小參與師生 121 名、三和國小師生 82 名。 

（二）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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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名，講授全程配合案例宣導，讓學生印象深刻。 

（三）3/23、24 日於無盡藏前辦理三好反毒連署捐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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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106 人次，127 袋愛心熱血以及 522 位同學認同反毒聯署簽名，活動成果豐碩，

圓滿順利結束。預訂於 6/16、6/17 辦理第二次三好捐血活動。 

三、校外賃居輔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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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至校外針對同學推選的

愛心房東實施實地訪視。 

訂於 5/4 日中午召開愛心房東遴選會議進行評選，將於 5 月 26 日上午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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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與房東有約座談會，會中將頒發獲選愛心房東租處感謝狀，並邀請警、消

及建管單位與會討論。 

（二）於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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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校園安全： 

（一）結合總務處共同完成由轄區大美派出所協請填報「各級學校執行校園安全工作

自主檢核表」。同時依部頒規定完成本校「平時防範重大校園安全事件檢核表」，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核」並時限內至教育部系統填報。 

（二）因應教育部規定與轄區警局會建立巡邏協調機制，為持續加強校方與警政單位

合作功能與警政三級聯繫機制，且本校地處三個派出所轄區的交界，為能提高

見警率有效改善安全疑慮，1 月 15 日由學務長、副學務長拜會民雄分局陳盈菖

分局長委請協助建立校園周邊（校外）巡查熱點，另 3 月 2 日函文嘉義縣警察

局民雄分局及嘉南區校園安全資源中心，協調轄區派出所於會勘檢討並滾動修

正校外巡查熱點共計 4 處，3 月 15 日經轄區大美派出所吳所長率領員警再次會

勘：決議校外巡查熱點 4 處（含增設緣起樓機車停車場側門巡邏箱 1 處）。 

（三）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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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輔導組 
1.因應疫情各棟宿舍加強消毒。 

2.宿舍退宿截止日為 7/12，有關退宿方式目前討論採用分流，將學號尾數單號可於星

期一（上午）、三、五、日、學號雙號於星期一（下午）、二、四、六進校辦理退宿。 

3. 因疫情嚴峻，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呼籲國人「端午節宅在家」，避免疫情擴散。 

在宿防疫的住宿生，學校於 110 年 6 月 13 日（日）中午 12：30 準備粽子給留宿同學

品嘗。 

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影響補助，緊急紓困助學金、校外住宿租金紓困

補貼，相關申請須知及表件將於 6/11（五）前公告。 

 
 

服務學習組 

一、本校因應疫情嚴峻暫實施線上遠距教學，擔任【一般助學金或生活助學金】之工

讀同學，建議後續作法如下：  

1.請領一般助學金之工讀生，請自行與服務之單位聯繫，確認上班或請假相關事宜。 

2.請領生活助學金之同學，亦請與分配單位協商，調整服務時段並書面確認，以利符

合每月請領之規定。  

二、【服務教育與青年志工課程】因應防疫最新措施與調查事項公告： 

因應疫情嚴峻，配合學校遠距教學作法，「愛校整潔打掃」、「志工時數」及「青年志工

時數認證」目前都已暫停實施。以下事項請同學們特別注意： 

1.為了解同學「志工時數」、「知能研習」等相關課程之修習狀況，請全校學生協助填

寫 ， 以 利 提 供 服 學 組 規 劃 判 斷 ， 並 設 計 應 變 之 措 施 。 表 單 網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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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hVf7TbyUKc1zZmwg8 
★表單登錄截止日：110 年 5 月 30 日 17 點止 

2.原訂 5/01～5/31 之「青年志工認證」事宜： 

（1）請大四應屆畢業生及大四以上同學注意：→開放線上認證程序，請已完成畢業規

定之時數者，於 110 年 6 月 11 日 17 點前至以下表單完成認證之程序。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Jq3uGByQ9Ck3eTiDA 
★本表單係因應疫情嚴峻所用，只限大四（含）以上之學生專用，大一至大三學生請

勿填寫。 

（2）非應屆畢業生，若已完成畢業規定之時數，本學期暫不開放認證。 

本學期服務之時數，請先自行確認校務行政系統已有時數之登錄，待 110 學期開學後

再找單位蓋章。（青年志工時數可跨學期認證） 

3.原訂 5/29-5/30「服務教育進階知能研習」課程，採線上方式為主。請需參加者協助

填 寫 以 下 表 單 ， 以 利 線 上 方 式 之 後 續 作 業 。 表 單 網 址 ：

https://forms.gle/KmMktDzr4QuabK19A 
★表單登錄截止日：110 年 5 月 30 日 17 點止，以上請同學皆用學校帳號登入。 

三、本校已於 4/30 薦送申請「110 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主管及優秀導師

遴選資料。 

四、本校已於 5/17 向教育部薦送申請「110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遴

薦實施計畫」。 

五、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辦理「第十一屆三好校園計畫」徵件，原定 5/31 前繳

交，因應疫情延至 7/10 截止申請，本校將依來文規定繳件申請，推廣三好運動。 

 
 

課外活動組 

一、109 學年度創校 25 週年校慶典禮已於 3 月 19 日順利圓滿舉辦，感謝全校師長同

仁們的參與及協助，讓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二、109-2 學年度「社團行銷創意海報競賽」已於 3 月 19 日截止投票，共計 672 人參

與本次投票，票選結果已上網公告之。 

     冠軍 桌上遊戲決鬥社：155 票 

     亞軍 火舞藝術表演社：141 票 

     季軍 熱舞社：139 票 

三、109-2 學年度「社團評選課程」已於 3 月 24 日（三）15：00-18：00 在學海堂 S104

舉辦，共計 79 位社團學生參加，邀請吳其芳同學（前吉他社社長）及許嘉縈同學（前

台灣文化研究社文書長）來為社團伙伴分享。 

四、109-2 學年度「社團儲幹培育課程設計」，已於 4 月 28 日（三）下午 15：00-18：

00 在 S102 辦理，教社團人如何設計課程培育準備接任下一代的儲備幹部，教大家「怎

麼辦幹訓」及「怎麼帶新人」，共計約 40 個社團學生參加。   

五、109-2 學年度由狗狗 GoGo 志工隊於 4 月 28 日（三）15：00-17：00 在 H202 辦理

一場「嘿!準備好跟我一起瞭解狗狗了嗎？」講座，共計 63 人參加。      

六、109-2 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已於 5 月 5 日（三）中午 12 點於成均館 C334 會議室

順利舉辦。 

七、109 學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已於 5 月 6 日（四） 在圖書館前六和路上舉辦，由飛

舞集國標社 4 個學生進行開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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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 學年度校級會議學生代表選舉共計 40 人次登記參選，已於 5 月 31（一）至 6

月 4 日（五）進行線上投票，已發信給同學鼓勵學生踴躍上網投票，暫定 6 月 7 日（一）

開票並公告選舉結果。 

九、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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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性佳作；幼兒教育學系學會獲自治性、綜合性佳作，賀喜社團學生為全社評的付

出與努力獲得佳作為校爭光。 

十、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因應疫情嚴竣，已召開相關會議後經校長指示取消辦理，目

前學校已製作畢業祝福 TRUSS 及畢業祝福影片，畢業影片製作完成後將在校園撥放並

寄給全校畢業生，祝福畢業生們鵬程萬里一帆風順畢業快樂。 

十一、109-2學年度社課為配合中央緊急防疫措施，緊急防疫週將延長至 6月14日（一） ，

已通知社團負責人於 5 月 28 日（五）以前至社團系統將緊急防疫週期間之活動刪除。

出席判定以剩餘社課&活動數出席 3 分之 2 方為通過基準。 

十二、109 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選活動於 5 月 17 日（一）至 5 月 30 日進行，聘請校外

評審線上審查。並已於 5 月 31 日（一）完成成績彙整。因今年疫情嚴峻，擬將取消頒

獎典禮之辦理，改由線上公告獲獎名單。 

 
 

原資中心 

一、109-2 學年度原資中心「原夢學習區」學習中心初階課程，共計 10 位學生通過申

請，課程於 4 月 7 日開始進行。 

二、109-2 學年度辦理「傳統手工藝工作坊－月桃小編盆」，已於 3 月 31 日（三） 15：

00-17：10 在 C320 教室舉辦，邀請桃布里文化創作空間創辦人「潘雅莉」老師帶領師

生瞭解月桃文化，並實際體驗月桃編織，共計教職員及學生 45 人參加活動。 

三、109-2 學年度辦理「原住民傳統樂舞工作坊－達悟族杵舞體驗」，已於 4 月 14 日

（三）17：00-19：00 在成均館原資中心 C217 舉辦，邀請到曾擔任「布農族語及歌謠

課程」及「鄒族竹棒敲擊」講師的松東光老師，帶領本校師生學習達悟族文化，共計

16 位師生參加活動。 

四、109-2 學年度辦理「原住民文化講座－蘭嶼達悟族海洋文化分享」，已於 4 月 28

日（三）18：00-20：00 在 成均館 C320 教室舉辦，邀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

住民族電視台）族語新聞主播—馬月琴老師帶領師生瞭解達悟族文化，共計 42 位師生

參加活動。 

五、109-2 學年度辦理「認識花環的民族－卑南族」，已於 5 月 5 日（三）18：00-20：

00 在成均館 C325 創夢基地舉辦，邀請原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專任講師—洪艷玉

老師帶領師生瞭解卑南族文化及學習卑南族族語。 

六、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本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2「提升高教公共性：透

過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原住民學生成效」經費共 750,000 元整，已於 5 月 26 日

（三），將修正後本年計畫書、計畫修正說明、經費申請表及第 2 期補助款收據函文報

部。 

七、教育部委託國立臺東大學辦理「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對原住民學生學

習影響之探究計畫（第三期）」，本校原資中心承辦人員填答 1 份「原住民族學生生涯

發展策略問卷」，原住民族學生填答 7 份「原住民族學生需求及原資中心（或相關單位）

服務問卷」，該問卷已於 5 月 24 日完成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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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9 學年度應教育部來函進行原住民學生「所屬原鄉」及「族語能力」調查，本

校共計 77 位同學上網填寫問卷調查，感謝系主任、班導師和系助理協助聯繫學生填寫

調查問卷，讓此問卷得以順利進行。 

 

衛生保健組 

因應 Covid-19 疫情嚴峻，提醒全校師生務必要加強並落實自身防疫相關措施： 

1.請同學避免出入人多擁擠場所、聚會、旅遊或其他集會活動，並減少區域間的非必

要移動，一旦外出請需誠實紀錄行程。 

2.除勤洗手、佩帶口罩外，請每日自主量測體溫，觀察身體健康狀況，若出現發燒、

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等症狀，請佩帶口罩盡速就醫（不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並請通報衛保組（校內分機 1230-1232），非上班時間通報校安中心（24 小時專線 

05-2720690）。 

可透過以下管道進行體溫自主量測： 

（1）各系所及國際學院均有配備 1 支額溫槍。 

（2）於學慧樓、成均館、中道樓、緣起樓、九村、南華館入口配備 AI 智慧量測消毒

儀。 

3.校園餐廳一律外帶，如非必要請避免或減少外出，校園及宿舍應避免群聚， 亦不得

群聚共食，進出各單位及宿舍均採「實聯制」登錄。 

4.附上「自我健康監測」及「自主健康管理」相關作法圖示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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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 

★防疫保護措施說明 
 因應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來襲，學生輔導中心為了保護全校師生

寶貴的身心健康，進行以下的防疫措施，請大家配合： 

 因諮商均屬於一對一活動，且諮商室多屬密閉空間，故若有諮商需求來談者請務

必事先準備好口罩，並在進入本中心及諮商室（含 C222）時全程配戴。 

 若你在前往晤談或諮商前，發現自己有發燒（體溫超過 37.5 度）、呼吸道感染狀

況（鼻塞、流鼻水、咳嗽等），請來電或來信請假，求助衛保組，或自行就醫，在

家中休息，避免交叉感染。 

 若你已預約諮商或於固定時間來談，但須在家自主管理者，必要時可與你的心理

師討論適合的因應對策（如電話關懷、email 聯繫，或延後諮商時間）。 

 本中心於每日上下班前，將對空間和設備進行消毒，並於每次諮商結束後消毒諮

商室，以確保彼此的安全。 

 若你對新聞媒體報導內容或與防疫相關的事項有沮喪、焦慮、恐慌和絕望的情緒，

你可撥打 05-2721001 轉 1241-1243、1245-1247，與學輔中心聯繫。 

 本中心於防疫期間積極的投入防疫工作，更需要大家的力量，共同守護和維護空

間和諮商品質。放鬆心情，面對疫情，即便遭受感染，只要配合治療，積極就醫，

即可治癒；若要取得確實的防疫資訊，可自行查詢衛福部疾病管制屬官網。 

衛福部 疾管署QRcode及官網：http：//www.cdc.gov.tw/ 

南華大學網站：http：//studentscc3.nhu.edu.tw/We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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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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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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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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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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學生輔導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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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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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依舊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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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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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核銷截止日 110年 6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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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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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業務表單下載→收據或

發票憑證種類參考說明），網址：http：

//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

6%A5%AD%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http://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6%A5%AD%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http://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6%A5%AD%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http://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6%A5%AD%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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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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導師時間計畫表請於 110 年 3 月 22 日（一）前、導師時間紀錄表請於

110年 6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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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 109-2-1 全校導師會議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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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

//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6%A5%AD
%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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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6%A5%AD%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http://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6%A5%AD%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http://studentscc3.nhu.edu.tw/Web/Pages?v=1&mid=2235&n=%E5%B0%8E%E5%B8%AB%E6%A5%AD%E5%8B%99%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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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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正副本各 1 份（電子發票需複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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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導生活動簽到表、導生活動照片，資料請提供正本一份

及複印單據/發票一份（電子發票需複印 2 份），正本依序排列：（1）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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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專區→導師業務表單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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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請問如何查詢學輔中心-導師業務資訊？ 

 
A8：請參閱下列圖示。 

 
1.進入學輔中心主

網頁 

 

2.點選選單「導師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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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詢「導師會議」

資訊，點選「全校

導師會議」選單 

 

4. 需導師業務表

單，點選「導師業

務表單下載」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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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導師與導生進行個別輔導晤談後，如何建立輔導紀錄？ 
A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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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即時發送簡訊給學生，可按下簡訊圖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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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如果要查詢學生聯繫資訊，可按下文件夾圖示按鈕 

 

 

圖 4：如果要查詢學生聯繫資訊，可按下文件夾圖示按鈕 

 

 

圖 4：如果要查詢學生聯繫資訊，可按下文件夾圖示按鈕 

 



南華大學 109-2-2 全校導師會議 

43 

 

圖 5：填寫輔導晤談畫面 

 

 

圖 6：查詢個人輔導晤談紀錄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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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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輔導紀錄表系統列印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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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班級導師須出席導師會議嗎？ 
A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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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教室 

一、依據：教育部110年5月28日來文（臺教學（四）字第1100074207號）辦理。 

二、凡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簡稱特教生）因防疫措施，因身心障礙問題，導致遠距學

習有所困難。資源教室相關輔導措施如下： 

（一）因應特殊生之特殊性排除學習困難，協助方式如下： 

1.針對視障生，協助安裝遠距教學程式及測試是否與盲用電腦相容。部分遠距教材對

於全盲生若有難以盲用電腦閱讀之狀況，將協調授課老師取得相關教材電子檔，進行

轉換再寄給視障生閱讀。 

2.針對聽障生，安排及時打字員協助繕打遠距教學教師講解之內容，或由錄音方式後

由教學助理人員繕打內容，解決無字幕之學習困難。 

3.特教生本學期申請特教支持服務，教學助理員及課業輔導在遠距教學期間則持續提

供服務，資源教室輔導員將會持續追蹤輔導，請授課教師留意開放特教生助理員或協

助同學陪同進入授課過程。 

4.防疫期間，鼓勵特教生善加借用資源教室相關學習輔具、視障華文圖書及資源教室

書籍教材，輔助學習。 

5.關心特教生學習需求與其學習情形，透過學生回饋掌握其學習狀況，協助學生與系

所溝通，適時彈性調整學習策略。 

（二）防疫期間，特教生因需辦理行政業務，如休學等業務，無法返校或因身心障礙

問題由資源教室或系上提供行政協助解決困難。 

三、資源教室其他防疫措施： 

（一）主動透過臉書、網頁及電話等，告知即提醒校內防疫相關措施與配套方法。 

（二）持續關懷及追蹤特教生健康狀況，若有身體不適的狀況，協請家長陪同就醫，

並建議暫時在家休養，持續關懷後續狀況。 

（三）特教生、家長或教學助理人員進出資源教室使用相關資源，一律實名制登記，

先掃描QRcord或填寫登記表。 

（四）對於視障生及行動不便學生餐飲服務，除了校內餐廳、便利超商及外送平台，

資源教室提供學校鄰近餐飲商家電子資訊，以利特教生使用。 

四、因應特教生身心狀況及課業學習之實際情形，整合特殊教育資源，調整特教生輔

導策略，適時轉介相關單位，陪伴學生渡過學習模式變遷的適應期，資源教室認輔老

師持續追蹤學生狀況及後續修業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