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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全校導師會議議程 
 

時間：111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B244） 

時間 議程 

15：00～15：10 報到 

15：10～15：15 校長致詞 

15：15～15：18 

頒獎：109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獲獎人：資訊管理學系 王佳文副教授 

（指導學生-楊維竹同學） 

15：18～16：10 

導師知能研習：掙脫無形的鎖鏈─將自己從情緒勒索

中釋放    

遠東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邱兆宏主任.臨床心理師 

16：10～16：20 重要業務報告 

16：20～17：00 綜合座談 

17：00 會議結束 

 

 110-2 導師時間計畫表繳交截止日：111 年 3 月 21 日 

 

 110-2 導師時間紀錄表繳交截止日：111 年 6 月 17 日 

 

 110-2 導生活動費繳交截止日：11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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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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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學

院 

林

群

智

老

師 

第一點希望能調整議程規劃，能安排較多

的時間給老師提出意見，至於分享的部份

可安排於其他適合的場合；第二點關於導

師准假問題，現行作法同學請假都是由導

師准假，但導師並不瞭解學生課堂出席狀

況，應該是由任課老師決定是否給予准

假，系統副知導師，而不是全由導師准

假。另外是有些假別名稱會讓學生有所困

惑，像是註冊假、考試假等，學生都不太

理解這些假別的差異，是否能規範清楚，

避免學生不清楚而亂請假。第三點是有關

校園安全問題，前陣子系上發生學生與同

學發生衝突、在實驗室喝化學品、在課堂

上威脅恐嚇，後將狀況反應學務處、學

校，但所得到的回應於事件的處理並未積

極完善，而該生為轉學生，是否在轉學考

招生中能有相應的措施，能讓系上瞭解轉

學學生的狀況。 

校長：議程的規畫安排請承辦單位

參考研議，林老師所提該學生因屬

個別事件，相關的後續輔導作為，

會後請以「個案會議」再行討論；

學生請假議題之前已討論過，可邀

請相關單位再行討論研議較適宜

的方式。至於轉學招生議題，請教

務處研議相關的程序，可以讓系上

先行了解轉入的學生狀況。 

 

〔學務處〕補充回覆： 

有關學生請假由授課老師核准議

題，本處已與資訊中心討論修改請

假系統，然因更動系統邏輯，必須

要多一點時間做測試，完成後將再

公告宣導。另假別部分會多加與學

生宣導。 

 

〔教務處〕補充回覆： 

轉學考招生的相應措施，教務處研

議兩個方案： 

甲案：選才條件加入「面試」：但

會增加教師負擔及學校口試費支

出」。 

乙案：本處於報名期間，陸續將已

報名之考生資料轉給各系，由各系

逕行徵詢，先行了解轉入的學生狀

況。 

經與相關主管研議後，先試行乙案

並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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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務處 

事項 內容說明 

點名 

1.為激勵學生積極向學及提高學習成效，請授課教師落實並加強課堂

「每週點名」，學生該節未到課即以缺席論，並立即記錄於本校校務

行政系統之科目點名系統。 

2.依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111 年 2 月 7 日公告，111 年 2 月 8 日至 2 月

28 日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前 2

週上課方式以實體授課為原則，之後視疫情發展擬於校務前瞻會報

研議，若有更動將立即通知。請老師務必強化點名，授課既定時間

「一週內」於校務行政系統登載學生出席狀況。 

3.學慧樓刷卡機因系統老舊，因廠商已裁撤維護此系統之組織編制，

故本校自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取消學慧樓刷卡機點名。 

4.資訊中心將建置「QR Code 點名」系統，輔助授課教師點名作業，

上線時間及操作說明，待確認後再公告周知。 

5.敬請授課教師確認上課同學與點名系統之一致性，避免未來產生爭

議，對於未在系統內之學生，請通知同學於加退選期間逕行上網辦

理加退選作業。 

6.為快速點名及確實掌握學生出席情況及學生動態，防疫期間務必請

教師落實課堂點名，建議可採固定座位或拍照等方式記錄同學相關

位置，以利各單位能即時掌握學生到課狀況，亦可供於日後疫調進

行溯源之用。 

7.點名系統統一於期末考週最後一日關閉（111 年 6 月 26 日 23 時 59

分）。 

8.學生曠課相關學則摘錄如下： 

第28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依照本校請假規則辦理。 

第29條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經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一學期

曠課達45小時者，視為學習不完整，應令退學，教務處於退學

處分前應告知各相關學生。 

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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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經核准之

請假，不受前款之規定限制。並得視科目性質以補考或其他

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課程調補課

及巡堂 

1.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23條「以授課滿18小時為一學分」，教師18週

課程請務必親自授課且授滿應有時數。 

2.教師請假請依本校規定辦理請假，調補課（含遠距教學、遠距試辦

教學）請於七日前至校務行政系統登錄辦理為原則。若因高中與大學

課程接軌及入學制度宣導、開學第一週或緊急事由臨時請假，亦須事

前提出（不受七日之限），並依課程異動後之上課時間確實點名。另，

高中與大學課程接軌及入學制度宣導或專案簽准者得採遠距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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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式補課，然同一門課程一學期不得超過3次，實施遠距教學應確實點

名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3.非因公請假且更改上課時間者，應檢附「學生簽名同意單」；若為

「校外教學」，請依規定明訂於授課大綱中，調補課申請時須檢附「學

生平安保險證明」備查。本校學生團體校外教學活動皆依規定須提出

申請，並送學務處校安中心登錄系統，俾利學校掌握學生校外教學活

動，以即時因應緊急狀況。 

4.本學期教務處將採特定性巡堂，由教務處安排人員對相關單位或學

生反映課程教學狀況異常、教師調課頻繁或其他不合理情形者，以不

定時、不定點方式巡堂，臨時請假或更換時間、教室或教師者，除特

殊情況者外，請務必上網即時申請完成應有程序。 

5.經巡堂發現上課異常者，將由教務處寄發Email、簡訊及副知開課單

位，及發出「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並請教師於「一週內回

覆」。 

6.依據本校巡堂實施要點，第九點到第十一點之規定如下： 

九、有關上課情形異常查核指標，說明如下： 

（一）未上課（無師生、有老師無學生、無老師有學生）。 

（二）教師上課鼓聲響起後五分鐘未到教室授課者視為遲到（然

若兩門課程連續上課地點較遠、突發事件等現象得延為鼓聲響

起後十分鐘）。 

（三）教師下課鐘聲未響前離開教室者視為早退（然若教師與學

生視學習需求兩節連上者得提早10分鐘下課）。 

（四）授課教師與課表不符。 

（五）教師實際教學狀況與其所填報之調補課、代課、校外教學

或遠距教學等時間不符。 

（六）教師未於排定地點授課，且未填報調課申請獲核准。 

（七）校外教學未事前申請且核准，且未填報調課申請。 

（八）非同步教學未於規定時間上傳資料至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或

未實施教學互動者。 

（九）教育部查核時，授課班級學生扣除事前請假者後的出席率

低於60%。 

（十）課程異動異常（教師調課頻繁或其他不合理情形） 

（十一）教師違反相關授課規定，查證屬實者。 

十、如有查核為上課情形異常時，依以下程序處理並予以註記： 

（一）由課務組發出「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予授課教師。 

（二）教師對於巡堂異常狀況加以說明，於接獲通知後一週內回

覆，並進行必要之說明、改善或處理。 

十一、若發生上課異常情形，授課教師確有特殊原因，能合理說

明並提出證明者，會巡堂者經各級主管審核後得取消註記。然

若一學期無法取消註記兩次以上異常且情節嚴重者，或教育部

教學品質查核發生異常屬個人因素造成者，專任教師送三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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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兼任教師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作為是否停聘

或不續聘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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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師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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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已取消畢業考，因應教育部政策，學生皆需修習滿 18 週始能

畢業，請老師依 110 學年度行事曆規定時間繳送成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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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7 月 4 日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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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7 月 11 日截止）」（校

務行政系統網址（http://necis.nhu.edu.tw/）→點選「老師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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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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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次學期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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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跨領域學

分學程 

1.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院跨領域學分學程」更名為「跨領域學分

學程」，並改為選修，但仍需修滿 12 學分數。 

2.跨領域學分學程除套裝式學習外，學生亦可自由選修有興趣之課程。 

3.學生修畢完整跨領域學分學程，得於畢業證書上加註跨領域學分學

程。 

4.重修生、延畢生與跨學程修讀生適用套餐加選修制跨領域學分學程。 

5.選修課程依據本校「開課原則」第 3 條第 1 款「大學部課程最低開

課人數以 15 人為原則」。 

6.跨領域學分學程以大二至大三修課為原則。 

安心就學 

1.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部分境外生無法於開學入境之學生，採取採安心

就學。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安心就學措施時間至 111 月 2

月 21 日（週一）止。請各系於學生申請安心就學後，協助學生上網

選課，並請授課教師填寫「安心就學措施修課規劃表」（由學生所

屬單位留存備查）。 

2.若有授課學生必須實施安心就學者，教師有義務實施安心就學。請

教務處與教發中心予以必要的協助，若教師經兩次以上告知，仍不

http://necis.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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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內容說明 

實施安心就學，請其於防疫會議中說明。 

3.若安心就學教師於實施同步或非同步教學異常時，首次由教務處以

email、電話或簡訊告知請其改善；若未改善且情節嚴重者，由教務

處發出「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請其說明並改善；若仍未改善則

請其於防疫會議中說明改善作為。 

教學意見調

查及教師

回饋 

1.110 下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自 111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17 日止，

教師線上填寫回饋時間為 111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30 日止。 

2.110 下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應屆畢業生自 111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22 日止；一般生自 111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13 日止；教師線上填

寫回饋時間為 111 年 7 月 18 日至 111 年 8 月 15 日止。 

3.自 106 下學期起，教學意見調查已不綁優先選課及查詢成績，本學

期將利用學生人數較多之必修課程或班會的時間，占用約 30 分鐘入

班宣導，請同學當場線上填寫期末問卷，屆時需麻煩各位授課教師

或導師協助配合，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4.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對於改善本校教學品質裨益甚大，學校重視每

一位同學的意見，敬請導師鼓勵學生踴躍填答。 

Office Hour 

1.依據 103 年 11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本校南華

大學教師指（輔）導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2.為加強指導及輔導學生，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敬請專任授課教師於

111 年 3 月 14 日前至校務行政系統登錄 Office Hours，並列印 Office 

Hours 表單，張貼至研究室門口。 

期中預警 

1.「期中預警作業」系統開放時間自 111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2 日止。 

2.教務處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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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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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缺曠課扣考作業」系統開放時間（大四課程實施期間自 111

年 4 月 5 日至 5 月 14 日止；一般課程 111 年 4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止）。 

2.學期中某科目請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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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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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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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務處 

1. 依據能源管理法規定、ISO 50001 能源管理查核及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務發展計

畫之校園節能績效配分，本校每年應比前一年節電 1％，但本校用電量仍持續成

長；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於上課後請同學協助關閉燈光、風扇、冷氣、教學設

備（電腦、單槍布幕等），尤其現在已進入冬季氣溫較涼冷，請盡量使用風扇不用

冷氣。另外請宣導多走樓梯不坐電梯，有益健康。 

2. 受嘉義縣鹿草焚化廠調漲廢棄物處理費用影響，從 110 年 12 月份起本校一般垃圾

處理費由 6 元/公斤調漲至 7.5 元/公斤，110 年 1 月起再調漲至 8.9 元/公斤（漲幅

48.33%），一年垃圾處理費約增加 43.5 萬元（150 噸/年），因此，總務處已在學校

2 處資源回收場外張貼「禁止教職員生將校外垃圾帶入校內丟棄」，勸導單並持續

加強資源回收工作，以降低垃圾產出量；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地球只有一個，

請同學支持環境永續，持續加強資源回收工作，以降低垃圾產出量。 

3. 綠色採購宣導:：請同學在採購時多選購「低污染、省能資源、可回收」的環保產

品，以達節能、減碳及本校社會責任。 

 

 

參、資訊中心 

1. 因 Google 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提供雲端硬碟無限空間之服務，因此請自行

備份檔案並整理使用空間（檢查使用空間），建議總使用量至少為 10GB 以下，避

免屆時造成檔案遺失且 Google 相關服務（包含 Gmail）皆無法使用之情況。 

2. 校務行政系統及電子郵件帳號密碼預設為您的生日（西元年共八碼），為求安全起

見，第一次登入後請務必變更密碼，爾後每隔 6 個月請至少變更一次密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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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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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請注意信件可夾帶檔案附件

大小的限制，附件檔案總容量限制為 25MB。如需寄送大量檔案，請利用 Gmail

信箱雲端硬碟檔案分享的方式，否則將無法傳送附件檔案。 

4. 原校內早期自建郵件服務主機（個人帳號@mail.nhu.edu.tw），因系統及相關應用

服務程式之「安全協定」，年代久遠老舊目前已無法再透過更新升級方式來繼續支

援郵件服務，故資訊中心已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停止校內自建郵件服務主機之運

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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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帳號及密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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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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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慮請聯繫資

訊中心網路系統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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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settings/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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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請參考教職員教育訓練專區-個人資料保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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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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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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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F 軟體處理各式可編輯檔案。相

關 ODF 軟體資料請參考資訊中心網站 ODF 開放文件專區，並有 ODF 文件應用工

具可供下載。 

11. 全校教職員免費使用微軟 Web 版 Office 365 及 Microsoft Teams 服務 

微軟 Office 365 網站及微軟教育版 Teams，登入帳號及密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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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字號# （例如:Q123456789#） 

12. 全校師生微軟大宗授權軟體，請依身分登入 Web 版校務行政系統下載。 

老師專區：軟體下載 → 校內授權軟體下載 

職員專區：J1 檔案管理 → J13 校內授權軟體下載 

學生專區：個人工作經驗.授權軟體下載 → 校內授權軟體下載 

13. 數位學習平台網站 

110 學年（當學期）數位學習平台 https:..moodle.nhu.edu.tw 

109 學年下學期數位學習平台 http:..1092moodle.nhu.edu.tw 

109 學年上學期數位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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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各項業務諮詢窗口 

校務行政系統操作相關問題諮詢窗口：邱姿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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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宏哲 分機 152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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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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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十七條，各系、所、學程應於實習結束後，舉辦實習

成果發表會，邀請實習合作機構督導、實習輔導老師及全校師生參與，及本校

職場體驗實施要點第十一點職場體驗課程結束後，應辦理成果發表會，分享職

場學習心得，並繳交成果報告（含各項滿意度調查）至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http://ecissupport.nhu.edu.tw/Web/Pages?mid=6737&n=個人資料保護
http://ic2.nhu.edu.tw/Web/Pages?mid=4020&n=ODF%E9%96%8B%E6%94%BE%E6%96%87%E4%BB%B6%E5%B0%88%E5%8D%80
http://office365.com/
https://moodle.nhu.edu.tw/
http://1092moodle.nhu.edu.tw/
http://1091moodle.nhu.edu.tw/
http://108moodle.nhu.edu.tw/
http://107moodle.nhu.edu.tw/
http://106moodle.nhu.edu.tw/
http://ic2.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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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補助各學系成果發表會 5,000 元及及每位學生保險費 100 元，由產職處

統籌辦理保險事宜。本學期申請各項經費核銷請於 111 年 6 月 15 日前，將辦理

活動相關單據擲交產職處統籌核銷。 

(三) 110-2 學期辦理 3 場企業參訪，請各位導師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行程如下

表： 

日期 參  訪  企  業 

111 年 4 月 9 日 

（星期六） 

1. 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 （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冷研碳索館（冷研科技有限公司） 

111 年 5 月 21 日 

（星期六） 

1.三隆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2.台南市立美術館、五條港文化園區 

111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1. 世紀離岸風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2. 創新創業總會林口新創園 

(四) 111 年校園徵才博覽會訂於 111 年 5 月 12 日（四）舉行，請各位導師踴躍推薦

廠商蒞校徵才，並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徵才活動，如有推薦請洽產職處實習及就

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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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請各大三導師協助針對大三學生於 4 月 30 日（五）前完成

Ucan 施測，針對「職業興趣探索」、「職場共通職能診斷」及「專業職能診斷」

進行施測。施測後導師可透過各系帳號密碼進入 UCAN 平台，並針對學生大一

與大三「職場共通職能診斷」的施測結果做比較，輔導學生較不足的職場職能

做增進及加強。UCAN 相關施測及操作內容已製作成「教師 UCAN 操作手冊」，

各班導師可至產職處官網 http://iaccd.nhu.edu.tw 下載。 

(二) 提供適才適所的 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此測評工具本質上是一種人格特質

測驗，主要是用於診測個人的職業「適性」，導師在針對學生進行輔導時，學生

若 有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輔 導 及 解 惑 ， 各 系 導 師 可 至 產 職 處 官 網

http://iaccd.nhu.edu.tw 下載「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申請表」，填表後送至產職

處，後續則會安排學生進行測驗，且由專人針對學生一對一輔導諮詢。110 學

年度第二學期執行勞動署「111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安

排六場一對一輔導諮詢活動，活動時間如下 （活動地點於圖書館 W510） ： 

場次 活動時間 報名截止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1 
111 年 03 月 09 日 

（三）14:00-18:00 

111 年 03 月 04 日 

（五）18:00 
一對一敏捷
式職涯諮詢 

曉職涯諮詢顧問有限公
司賴嫦卿/副總 

2 
111 年 03 月 16 日 

（三）14:00-18:00 

111 年 03 月 11 日 

（五）18:00 
一對一敏捷
式職涯諮詢 

曉職涯諮詢顧問有限公
司賴嫦卿/副總 

3 
111 年 03 月 30 日 

（三）14:00-18:00 

111 年 03 月 25 日 

（五）18:00 
一對一 CPAS
解析及諮詢 

展翅職涯管理顧問中心 
蘇琮瑜/執行長 

http://iaccd.nhu.edu.tw/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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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學年度 e-Portfolio 電子履歷競賽活動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五）止，

參加對象限大學部學生，請各位導師協助督促學生電子履歷內容之完整性，並

至少推薦 3-5 位學生報名參賽，推薦表單請於 4 月 13 日（三）前送至產職處。 

(四)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五場 MOS 證照班，MOS 證照是企業最愛十大證照之

一，且電腦文書處理能力也是學生們所需具備的基本資訊能力。請導師協助鼓

勵學生上校務行政系統報名參加。各證照班相關資訊如下：（活動地點於成均館

C107 電腦教室）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報名時間 

1 
MOS Word 2019 Associate 

證照班（初級） 

111 年 03 月 05 日 

8:00~17:00 

起：111 年 02 月 14 日 08:00 

迄：111 年 03 月 03 日 12:00 

2 
MOS Excel 2019 Associate 

證照班（初級） 

111 年 03 月 26 日 

8:00~17:00 

起：111 年 03 月 07 日 08:00 

迄：111 年 03 月 24 日 12:00 

3 
MOS PPT 2019 Associate 

證照班（初級） 

111 年 04 月 16 日 

8:00~17:00 

起：111 年 03 月 28 日 08:00 

迄：111 年 04 月 14 日 12:00 

4 
MOS Word 2019 Expert 

證照班（中級） 

111 年 04 月 30 日 

8:00~17:00 

起：111 年 04 月 11 日 08:00 

迄：111 年 04 月 28 日 12:00 

5 
MOS Excel 2019 Expert 

證照班（中級） 

111 年 05 月 14 日 

8:00~17:00 

起：111 年 04 月 25 日 08:00 

迄：111 年 05 月 12 日 12:00 

(五) 隨著 AI 世代的來臨，為培養學生成為 AI 時代的人才，特辦理 AI-900 Microsoft 

Azure 人工智慧基礎證照班，協助學生取得 AI 證照，增進「人工智慧應用」能

力，請導師協助鼓勵學生上校務行政系統報名參加。相關資訊如下：（活動地點

於成均館 C107 電腦教室）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報名時間 

AI-900 Microsoft Azure 人工

智慧基礎證照班 

111 年 05 月 22 日 

8:00~17:00 

起：111 年 05 月 02 日 08:00 

迄：111 年 05 月 20 日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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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各場次，提供各單位參考，建議連結

列入課程授課內容，並鼓勵學生聽講。參加本講座可認列「就業力職能培育跨

領學分學程」-企業人文與創新創業類 3 學分。各場次時間詳如下表：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  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時間：13:00-15:00 

4 
111 年 04 月 13 日 

（三）14:00-18:00 

111 年 04 月 08 日 

（五）18:00 
一對一 CPAS
解析及諮詢 

展翅職涯管理顧問中心 
蘇琮瑜/執行長 

5 
111 年 04 月 27 日 

（三）14:00-18:00 

111 年 04 月 22 日 

（五）18:00 
一對一敏捷
式職涯諮詢 

曉職涯諮詢顧問有限公
司賴嫦卿/副總 

6 
111 年 05 月 11 日 

（三）14:00-18:00 

111 年 05 月 06 日 

（五）18:00 
一對一 CPAS
解析及諮詢 

展翅職涯管理顧問中心 
蘇琮瑜/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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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次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1 
03/15

（二） 
陳明璋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長 

南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1 

感人的人生故事 

2 
03/28

（一） 
李永騰 

前行政院青輔會主委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2 

疫後創新創業與產業政策新

思維 

3 
04/28

（四） 
陳進財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常

務理事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3 

我的逆戰企業人生 

4 
05/13

（五） 
張恩傑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4 

我的創業與經營事業經驗 

5 
05/31

（二） 
黃顯華 

中華民國公司經營暨永續發

展協會理事長、福邦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5 

我的企業人生故事與創技經

驗 

6 
06/16

（四） 
江宜樺 

前行政院院長 

長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企業經營與人文講座】-6 

年輕人對中美關係應有的認

識 

(二) 本校與企業簽署產學合作協定有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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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ye3eMM 

 

 

產學合作組 組長簡婉惠、組員黃馨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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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創業楷模講座」、

「創業主題班」及「創業交享聚」，相關場次時間如下。 

場

次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1 

03/1（二）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蔡昆憲 

大吉汽車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第 44 屆創業楷模 

【創業楷模講座】-1 

天龍八部（客車版） 

2 

04/7（四）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吳季衡 

祥圃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長 

第 44 屆創業楷模 

【創業楷模講座】-2 

究好豬-品牌創新之路 

3 

05/02（一）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廖昆隆 
三隆齒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創業楷模講座】-3 

改變的影響力 

https://reurl.cc/ye3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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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次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第 42 屆創業楷模 

4 

06/10（五）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黃靖媛 

秀傳醫療醫療體系

執行長 

第 44 屆創業楷模 

【創業楷模講座】-4 

秀傳醫療的轉型歷程及未

來展望（暫定） 

5 

03/25（五）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賴明道 
帝箂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主題班】-1 

無人商店的創新創業- 

生技食品飲料現場調配 

6 

04/11（一）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黃謙騤 
尼克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主題班】-2 

在專業領域中造就多元創

業 

7 

05/17（二） 

13:00-15:00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陳建志 
嘉楠食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主題班】-3 

傳統產業的創新及轉型 

8 

03/30（三） 

16:00-18:00 

創夢基地 C325 

陳森亞 
源森活有限公司執

行長 

【交享聚】-1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成功

一定要努力 

9 

5/25（三） 

16:00-18:00 

創夢基地 C325 

楊玲 
雲悅囍宴會館董事

長 

【交享聚】-2 

創新、創意與創業- 

檜木燒絡藝術&婚宴會館

的異業結盟 

10 

06/15（三） 

16:00-18:00 

創夢基地 C325 

陳河正 

嘉義縣市中小企業

榮譽指導員協進會

會長 

【交享聚】-3 

致富的創業祕訣- 

權益是給知道的人、法律

是給懂得的人 

(二) 111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實戰學習平台，收件截止

至 111 年 2 月 25 日，參賽團隊如下： 

編

號 
競賽名稱 團隊名稱 計畫或作品名稱 團隊隊長 

1 
U-start 

創新創業

計畫 

三劍客 給我一支湯匙，我讓你吃的安心 沈儀（資工系） 

2 寵幸 再生 P&D 張涵（文創系） 

3 
料饗手作工

坊 
線上手工藝課程 黃潔（產品系） 

1 大專校院

創業實戰

模擬學習 

平台 

Apple Juice！ 提升幼兒水果認知桌遊教具 嚴菱（幼教系） 

2 三劍客 給我一支湯匙，我讓你吃的安心 沈儀（資工系） 

3 寵幸 再生 P&D 張涵（文創系） 

(三) 110 學年度學生專題競賽各院入圍決賽團隊，總共 30 隊如下列： 

編

號 
參賽類別 單位 團隊名稱 計畫或作品名稱 

團隊隊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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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參賽類別 單位 團隊名稱 計畫或作品名稱 

團隊隊

長 

1 

創業實作

類 

管理學院 

蛙底堆 諸羅樹蛙地圖 APP 林戎 

2 勇敢去創 桃花源休閒農場創業計畫書 高哲 

3 愛找茶 TAR 慢生活 趙婷 

4 C-shared 汽車車位共享企劃 楊玄 

5 P&B 手作坊 
P&B 手作坊 Pineapple & 

Baking 
蔡宸 

6 蔬翠 
蔬翠洋廚∣越南、印尼蔬食∣

倉廚 
陳圯 

7 科技學院 寂靜時光 智聯居家守護系統 陳   

8 產職處 寵幸 再生 P&D 張涵 

1 

專題論文

類 

社會科學

院 

DIAB 大一論

文菜鳥團 
歐洲難民危機與德國的因應 侯譯 

2 E&H Co.Ltd 越南吸引外商投資原因分析 曾澄 

3 

人文學院 

紀洪陳 
繪本融入幼兒生命教育之行動

研究 
洪華 

4 文學浪人 
論徐林克《我願意為你朗讀》

中的羞恥與創傷 
許媚 

5 
外文系預設隊

伍 2 
網路迷因－新型態的溝通方式 陳睿 

6 

科技學院 

Potatooo 

探討 Paclobutrazol（PBZ）矮

化劑改善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 L.）組培苗馴化之研

究 

侯馨 

7 
少年棒球隊二

隊 
不塑之客 蔡祥 

8 天降茶香 天降茶香-茶葉與水的邂逅 吳祐 

1 

專題實作

－社會人

文類 

社會科學

院 

四顆橘子 今晚，我想來點…不一樣的 陳源 

2 御用小組 漫遊莆林庄-鑑往知來 盧   

3 Cam Cam 君&Cam 醬 林妘 

4 人文學院 幼，來了嗎？ 
幾何圖形教學對幼兒玩具設計

與創造力影響之行動研究 
蔡欣 

1 

專題實作

－設計藝

術類 

社會科學

院 
Street Shot 36˚C 邱維 

2 

人文學院 

鴞栽解噩 春眠不覺鴞 沈耘 

3 
等您千年 

華蓋來見 

絲路上的千年石窟華蓋圖像還

原複製與創作研究專題 
嚴容 

4 

藝術學院 

擺飾可樂 組合式擺飾架 薛欽 

5 聲升 聲升（建景系） 黃筑 

6 SEASON 氣味映像－享受治癒心靈的氛 吳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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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參賽類別 單位 團隊名稱 計畫或作品名稱 

團隊隊

長 

圍 

1 

專題實作

－科技生

技類 

科技學院 

知覺墳墓 
以網路遊戲減緩及預防失智症

之研究 
蘇傑 

2 臨時湊一隊 
兼具音效控制及燈光控制之智

慧與音場控系統 
陳揚 

3 三劍客 
給我一支湯匙，我讓你吃的安

心 
沈儀 

4 滅鼠大隊 
可視化與量化之鼠疫防治-防

疫 4.0 
劉麟 

 

(四) 有關其它學校創新育成相關競賽訊息如下，詳細規定請參考產職處官網：

http://iaccd.nhu.edu.tw。 

 

 

創新育成組 組長簡婉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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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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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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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or 輔導獎勵 

按月獎勵 10,000 元 

（工作坊 2 次培訓請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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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accd.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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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心） 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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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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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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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規劃與職能培育獎勵 1.參與產職處辦理之職涯輔導活動、主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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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輔導 

（產職處） 

按學期獎勵 

每場次 600 元、十場次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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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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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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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前一學期進步 5 分（含）

以上 

5,000 元 

（請於 111/3/17 前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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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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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擔任幹部者請於

11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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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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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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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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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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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獎勵金項目 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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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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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一、 獎勵金： 

(一) 110-2 海外學習獎勵金申請：即日起至 2022/04 月底截止，獎勵金額度 3-30 萬

元不等，請鼓勵學生善加利用。（截止時間前需通過系、院推薦）  

(二) 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申請： 

1. 111 年度第一次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補助實習）申請。 

說明： 

(1) 如獲教育部審核通過，最遲應於次年度 10 月 31 日前出國執行。 

(2) 鼓勵教師備妥計畫書與合約踴躍提出，敬請參閱 111 年度學海築夢及新南向

築夢資料（https://bit.ly/3hXOd1O）。 

http://iaccd.nhu.edu.tw/
https://bit.ly/3hXOd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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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步驟： 

 
2. 111 年度學海飛颺/學海惜珠（補助學分研修）申請。 

(1) 請參閱 111 年度簡章：https://bit.ly/31Io55C 

(2) 如學生欲於 111 學年度出國交換，請鼓勵學生於 111 年 3 月 15 日以前踴躍提

出。（截止時間前需通過系、院推薦） 

(3) 文件格式請至國際處官網下載專區，下載使用。 

二、 各項計畫： 

 
註：截止時間為通過系（所、學程）、院會議推薦後，最終遞交至國際處時間。 

 

 

陸、教學發展中心 

一、「教學發展中心」邁向”e 師苑” 

教發中心業務逐漸轉向 e 化，本學期預計完成的線上化工作如下： 

（一）教師成長線上化 

1.已於 1 月 25 日完成將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資料匯入 Moodle 數位學習平

臺。 

2.預計舉辦 1 場 Zuvio 軟體培訓（線上同步）及 1 場 PPT 製作教學影片培訓（線

上同步），場次資訊將另行通知。 

（二）TA 培訓線上化 

1.已完成「TA 期初說明會」及「工讀管理系統簡介」之線上影片。 

2.本學期遠距教學（試辦）課程教學助理之「期初說明會」將於 111 年 3 月 9

日以線上同步方式舉行。 

（三）數位學習課程檢核 

大專校院數位學習（遠距教學）課程（包括遠距教學課程、遠距教學試辦課程）

實施成效檢核：預計於 4 月至 7 月中旬進行自我檢核，並提送教育部自我檢核

• 計畫書格式請洽國際處郭小姐
(Lingyu@nhu.edu.tw)，並請提供系所名稱、姓
名、可連絡之信箱，以建立線上系統提報帳號。

• 完成計劃書，請email至產職處蔡承瑋小姐
(sasha0409@nhu.edu.tw)。

• 請將完成之計畫書內容填寫至教育部線上系統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planm
anage

111/03/15前

• 2022 秋季班交換生資格申請

• 2022 秋季班雙學位入學資格申請
111/03/31前

• 雙學位學生班資格申請111/05/31前

https://bit.ly/31Io5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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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佐證資料。107 年檢核結果為「待改進」，預計年底教育部會到校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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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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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疊收納式綠幕 2 錄製非同步授課教材 

請攜帶證件至教發中心

填寫「設備借用申請表」

並領取設備。 

筆記型電腦 5 
可進行同步視訊授課或非同

步教材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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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型電腦 2 
可後製 MP4 影片檔之非同

步授課教材。 

安裝於 W409 後製中

心，可向教發中心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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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學

習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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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rl.cc/Kp24jp 

EverCam 

200

套 授

權 

使用 PPT 即可錄製非同步授

課教材及後製 

1.請填寫線上「EverCam

軟體授權申請表」後，

待審核通過後將寄發

授權序號及啟用碼。 

2. 操 作 手 冊 ：

https://reurl.cc/Zr29np 

https://tinyurl.com/yxb5gsxc
https://tinyurl.com/yxb5gsxc
http://moodle.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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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設備 
數

量 
遠距教學輔助功能 借用方式及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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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現有錄製及後製空間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主要功能 借用方式 

數位教材錄製中

心 
W401/W4095 

錄製非同步授課教

材 

使用「校園行政 E-系

統」（小雷達）點選

「A74 場地管理」-「場

地借用管理」即可借

用。 

TED 演練室 W402 

MOOCs 磨課師

教室 
W403 

虛擬攝影棚 W408 

後製中心 W409 後製非同步授課影

片 錄音室 W4091/W4092 

 

三、推動線上教學 

（一）110-2 共申請通過 13 門遠距教學課程（如表 1）。 

表 1  110-2 各院及通識中心遠距教學課程通過統計表 

單位 110-2 各院、中心通過之課程數 

管理學院 3 

人文學院 6 

社會科學院 2 

科技學院 1 

藝術與設計學院 0 

通識教育中心 1 

總計 13 

 

 （二）110-2 共申請通過 29 門課程試辦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如表

2）。 

表 2  110-2 各院及通識中心遠距教學試辦課程申請通過統計表 

單位 
110-2 各院、中心

鐘點數基數比 

110-2 各院、中心

分配之課程數 

110-2 各院、中心申

請通過之課程數 

管理學院 28.99% 5 5 

人文學院 10.45% 7 7 

社會科學院 15.12% 3 6 

科技學院 19.79% 4 5 

藝術與設計學院 14.42% 3 3 

https://irs.zuvio.com.tw/
https://is.gd/RADS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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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110-2 各院、中心

鐘點數基數比 

110-2 各院、中心

分配之課程數 

110-2 各院、中心申

請通過之課程數 

通識教育中心 11.22% 3 3 

總計 100.00% 25 29 

 

四、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一）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預計 3 月中至 6 月中辦理 3 場實體及 1 場線上教

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二）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預計於 2 月底開放申請，3 月中召開教師專業成長社

群審查會議。 

（三）教師教學能力認證：預計於 3 月初開放申請，3 月底召開教師教學能力認

證審查會議。 

 

五、推動 TA 專業成長 

（一）預計舉辦 4 場教學助理工作坊，規劃 2 場線上教學，且須完成線上測驗

方可取得活動認證。2 場實體工作坊以問題解答、經驗分享為主。 

（二）未來規劃將實體教學助理工作坊錄製成線上影片共 TA 瀏覽。 

（三）遠距教學（試辦）課程預計辦理 2 場次非同步遠距教學軟體培訓活動（線

上非同步），場次資訊將另行通知。 

 

六、請導師協助事項 

（一）導師可善用「二、線上教學基礎工程」各項軟硬體設備。 

（二）鼓勵學生擔任 TA 或工讀生，善用線上培訓課程。 

 

 

柒、圖書館 

1.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論文上傳日期為 111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21 日，敬請把握時間，

切勿延遲上傳，以免影響後續辦理離校的時間。 

2. 若畢業研究生需申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需事先提出申請（表單名稱：國家圖書

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南華大學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延後公開申請書），由

指導教授及系所依下列規定核章： 

(1) 涉及機密：應由相關單位開立該論文為涉及機密之證明作為證明文件。 

(2) 專利事項：在申請書上填寫專利申請案號，並檢附專利申請書影本。 

(3)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原因並檢附證明文件，例如論文之研究與公司或研究

機構簽訂保密合約，請提供保密合約的影本。 

3. 圖書館首頁之特色專區，新增「書扉藝廊數位線上展」，目前展出的是：究竟清涼

－洪晧倫自然材繪畫數位線上展。 

4. 圖書館首頁新增捐書芳名錄，歡迎全校同仁踴躍捐贈家中用不到的書。 

5. 本學年度圖書館新建置線上影音平台，目前可提供 100 部國內外的優質影片供全

校教職員生免費觀賞。校園 IP 範圍內可直接於平台點選影片觀賞，在校外可利用

校務系統之帳號、密碼登錄系統即可使用，使用說明請參考圖書館首頁→資源查

詢→線上影音平台。 

http://lib.nhu.edu.tw/mp.asp?mp=1
http://lib.nhu.edu.tw/np.asp?ctNode=1065&mp=1
http://lib.nhu.edu.tw/np.asp?ctNode=1065&mp=1
http://lib.nhu.edu.tw/np.asp?ctNode=140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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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書館「新書到館」新書書車區以及主題書展歡迎借閱，於每月 23 日舉辦「南華

閱讀日」「每月一書」活動，邀請您共襄盛舉，踴躍參與。 

7. 110 學年度各系所薦購資料已到館之圖書及視聽料共 3,532 冊，敬請老師鼓勵學生

多加利用及借閱，各系所採購狀況，請參見圖書館首頁→圖書館服務→書刊採購

服務→各單位圖書、期刊請購狀況。 

8. 110 學年度「良心商店-好書義賣活動」將於 3 月 23 日-3 月 26 日舉辦，歡迎全校

師生共襄盛舉，讓好書智慧傳輾轉無盡。 

9. 111 年 1 月 1 日起，「彰雲嘉館合借書證」，借閱冊數由 5 冊改為 10 冊，借書期限

由 14 天改為 28 天。「彰雲嘉館合借書證」可使用學校為：中國醫藥大學、吳鳳科

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中正大學、虎尾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嘉義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及環球科技大學。 

 

 

捌、秘書室 

性平防治/通報/服務專線 TEL: （05）272-0690 （ 24 小時 ） 

緊急協助處理、陪同報案、協助陪同就醫。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05-2721001 轉 1013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

權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五、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

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校園性平事件申請調查窗口：學生事務處生輔組 （05） 272-1001 轉 1221 

 申請方式：得以具真實姓名向本會提出申請或檢舉<成均館 1 樓（C111） >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人：（05）272-1001 轉 1013 

 電子信箱：shyr@ nhu.edu.tw 

申請期間：盡可能於事件發生後，立即向本會求助或申請；或是等妳/你準備好了，

再提出申請調查。當妳/你提出申請調查時，我們將謹守保密原則，並提供詳盡的說

明，內容包括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等相關知識法規權益，並視妳/你的意願提供

協助，包括晤談、陪同就醫、情緒支持、報警、緊急安置、庇護或諮詢等服務，必要

時我們將依規定通報相關主管單位。申請受理後於三日內轉介本會委員進行後續相關

處理。 

注意事項：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9 條第 2 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

mailto:wenwen@mail.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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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前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

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

四小時。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生輔導中心：05-2721001 轉 1240-1247 或 8585 

提供個別諮商，日後如有必要可協助轉介精神科醫師進行治療。 

 

 

玖、學生事務處 

校園安全組 

1. 賡續貫徹校安中心 24 小時乙類值勤，輔導服務急難傷病學生及校園安全事件緊急

應變協處與通報，110-1 學期計協處校安事件計 78 件 93 人，其中以交通事故 37

件 48 人最多，建請利用班會時間協助交通安全宣導，請同學放慢行駛、專心並注

意 車 前 狀 況 與 防 衛 駕 駛 。 或 參 考 本 影 片 

https：..www.youtube.com.embed.dg_BzPfW8sE 

2. 每週二及週四晚上 20：00 邀集志工學生及老師實施校園安全巡守，採不同路線輪

流實施，110-1 學期執行至 1.13 截止，參加人數 26 人，執行勤務 34 次，累計 161

人次，反映處理安全問題 13 件。本學期 2.1 起招募志工實施訓練講習，於 2.23 開

始實施。 

3. 統計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賃居訪視計 31 處，訪視賃居學生 122 人，將持續賃居訪

視與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賃居安全宣導。 

4. 01.19 教育部補助本校「111 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經

費新臺幣 3 萬 2,900 元，將於 111 年度依計畫執行案內活動方案。 

5. 大學儲備軍官團（ROTC）甄選會於 1.21 日寄發 111 年第一梯次錄取通知單，本

校報考學生共計 4 位（運程、視設系 1 年各 1 位男同學，企管、傳播系 2 年級各

1 位女同學），甄試成績優異，全數錄取，錄取學生於 0219 日（星期六），統一

至嘉義大學教育中心實施軍事基礎教育。 

6. 調查全校師生疫情狀況並即時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累計 110-1 學期居家檢疫 59

人，已全數解除檢疫，其中 3 人（2.12 解除檢疫）自主管理至 2 月 19 日。 

7. 2.14 實施本校（總務處）編制 3 位司機（特定人員第 5 類）防制濫用藥物尿液篩

檢作業。 

8. 辦理友善校園（交通安全週）交通安全宣導：於 02.22、02.23、02.24、03.02、03.03

每日 07：40 至 09：20 上學人數較多時段安排校安教官及學生志工於大門口機車

https://www.youtube.com/embed/dg_BzPfW8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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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實施宣導，本活動同時實施交通違規登記勸導，凡違規（如未戴安全帽、未繫

帽扣或超載等）接受登記同學均要求參加 3.23 交通安全研習課程。 

9. 02.24 辦理 111 年第二梯次大學儲備軍官團（ROTC）招生宣導。 

10. 03.01、03.02 假圖書館旁辦理三好校園反毒捐血活動，響應我熱心 x 我捐血 x 我

反毒 x 我驕傲，藉此活動深植學子愛惜、珍惜生命並拒絕毒品之意識。並配合本

活動辦理交通安全、賃居安全宣導。 

11. 辦理愛心房東遴選系列活動：1.預計 3.1-4.15 實施賃居生推薦與實地訪查。2.4.27

召開愛心房東遴選會議，選出優良愛心房東。3.於 5.25 舉辦房東座談會中頒發優

良愛心房東感謝狀。期藉選拔及表揚愛心優良房東活動，創造一個學校用心、家

長放心、學生安心以及房東開心的住宿環境。 

12. 03.09 邀請嘉義地檢署檢察官蒞校於學海堂 S104 實施「尊重生命拒絕毒害」-反毒

教育講座。 

13. 聯合轄區派出所修正建立校外巡查熱點，並於開學起 3 週內函報至轄區八大校園

安全資源中心彙整報教育部。 

14. 03.15-05.15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網路有獎徵答活動，藉由網路有獎徵答方式，寓教

於樂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彙整運用本學年度周邊交通環境及學生發生事故之案例

狀況為題材，結合交通道路管理條例法規，研擬成有獎徵答題目，讓師生更能注

重行的安全並提升對交通安全常識認知與實踐，同時藉此活動增加交通安全宣導

網頁”路透社”FB 的社員人數，擴大交通安全宣導效果。徵答日期截止後，依填答

序號亂數抽出獎項，中獎名單（學號）公告學號於本校交通安全宣導之〝路透社

"FB 網站〞。請鼓勵學生踴躍參加（教職員也歡迎參加）。 

15. 03.23 15：10 於學海堂 S109 教室辦理 110-2 交通安全教育講座（含違規受登記同

學之交通安全研習），邀請監理所道安講師或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種子教官擔任

講座，針對交通違規受登記及自願報名參加同學實施交通安全再教育及宣導研習

活動，活動訊息將另公告於校務行政系統，請鼓勵同學報名參加。 

16. 03.31 至古坑鄉興昌國小辦理拒毒萌芽宣教活動，預計於 3.16 先期活動現地勘暨

排練，確保活動當日圓滿順遂。 

17. 結合環安組及國際學院依狀況（環境）變化重新檢核校園環境安全，並依規定於

3.31 前陳閱及上傳教育部系統。 

 

 

生活輔導組 

活動時間 

年/月/日 
活動名稱/內容 

備註/ 

地點 

111/01/10 

本組協助資訊中心進行改善緣起樓網路問題調查，統

計結果：第一案係徵收網路費，有 125 位支持；第二

案為以目前網路方式進行，加強有線網路，但不處理

WIFI 問題，獲得 400 位支持，兩種方案合計票數為

525 位。投票結果已 E-mail 知會資訊中心、會計室及

相關與會人員以供參考。 

本次投票人數未達緣起樓住宿者三分之一，建議可再

評估或於下學期開學後再調查一次。 

緣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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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4 

110-1 學期寒假住宿受理有需求同學申請，01/23（日）

上午十點開始，至 02/07（一）上午十點截止，共計

215 位同學申請於南華館寒宿；本組宿舍輔導員亦皆

至南華館輪值，服務同學。 

南華館 

111/01/20 
1/20（四）中午 12 時於 C334 召開 110 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由學務長主持。 

成均館 C334

會議室 

111/02/08 

住宿學生將於本週及下週陸續返校回宿， 2 月 8 日

已叮嚀各棟宿舍，即日起每日持續執行公共區域清消

作業，並將於 2/17-2/18 日進行大規模消毒作業，做

好防疫工作。 

各棟宿舍 

111/02/19-20 

新生入宿期間於宿舍電視牆公告相關防疫措施，並將

清消及房間除霉照片公告，讓學生放心；另，宿舍為

協助住宿生於開學前餐飲問題，提供代訂便當服務，

2/19 文會樓 4 個、緣起樓 4 個、九村 5 個，2/20 文會

樓 4 個、緣起樓 24 個、九村 32 個。 

各棟宿舍 

111/02/21-03/11 

110-2 學期校內捐贈獎學金申請有蔡瀚儀慈善基金會

清寒獎助學金及陳芊羽小姐獎學金，申請期間，已公

告周知，請把握時間提出申請。 

獎學金 

 

 

服務學習組 

活動時間 

年/月/日 
活動名稱/內容 

備註/ 

地點 

111/01/10 

第 11 屆三好校園期中經費執行表和成果報告書，已依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來文，於 1 月 10 日完成電

子檔案上傳繳交。 

公益信託星雲

大師教育基金 

111/01/21 

函送本校「111 年度教育部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教育部補助款計畫申請」及「110 年度教育部私

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計畫結案」表件各乙

份 

教育部 

111/02/23 110-2 生活助學金如期完成團保作業。  

111/02/25 

本組將出席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0 至 111 年青年

志工中心-雲嘉青年志工中心」第 2 次聯繫會報，預計

合作辦理志工進階知能研習，相關細節於當天進行討

論。 

 

111/03/19-20 
110-2學期志工進階知能研習第二梯次將於 3/19-3/20辦

理，目前邀約講師中，持續辦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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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1. 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本校推派「吉他社」參加大專校院

社團評選。 

2. 110-2 學年度學生團體活動企劃書初審收件，已於 111.2.10（四）公告企劃書初審

結果，並請各學生團體於 111.2.23（三）前繳交覆審企劃書。 

3. 110-2 學年度社團系統之活動建立及幹部名單建立公告。 

社團活動建立時間：111.2.10-3.13 

社團幹部名單建立時間：111.2.10-3.13 

學生選社時間：111.2.21-3.13。 

4. 110-2 學年度學生團體期初大會，訂於年 111.3.2（三）下午 12：10 在雲水居國際

會議廳舉辦。 

5. 110-2 學年度學生團體「財務核銷課程」訂於 111.3.2（三）15：00-17：00 在學海

堂 S102 舉辦；「器材補救課程」訂於 111.3.2（三）15：00-17：00 在成均館 C320

舉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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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以上聯署，並填具籌

組申請表至學務處課活組提出申請即可。 

 

 

原資中心 

一、 原資中心提供原住民族學生在校期間生活面、學習面、生涯暨職涯發展、自我身

分認同、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活動等各項面相協助，煩請各位導師協助宣導班上原

住民族學生多多參與並運用原資中心資源。 

 

二、 活動規劃 

1. 原資中心於111.3.23（三）18：00-20：00辦理原住民族族語課程：Masipul malas 

Bunun（來上布農語），邀請博幼基金會，高芃欣（泰雅族） 課輔老師帶領學生

學習布農族語。 

2. 原資中心於111.4.6（三）18：00-20：00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手工藝工作坊：貓頭鷹

編織掛飾創作，邀請心象工作室教學講師吳沁鴻老師（卑南族）帶領學生認識編

織對原民住族的意義，及實作編織掛飾。  

3. 原資中心於111.4.13（三）15：10-17：10辦理原住民族生涯自我探索活動，邀請

許家綺諮商心理師運用桌遊方式使學生透過輕鬆學習探索自我。 

4. 原資中心於111.5.19（四）18：15-20：15履歷寫作及面試技巧-初階、111.6.9（四

）18：15-20：15，辦理履歷寫作及面試技巧-進階，邀請曉職涯諮詢顧問有限公

司，賴嫦卿副總擔任本活動講師，透過活動提升畢業生履歷撰寫能力及學習面試

技巧。 

5. 原資中心於111.6.8（三）18：00-20：00辦理畢業生送舊晚會，祝福畢業生並且讓

原住民族畢業生在大學生涯中最後一個原住民族活動中留下深刻的回憶。 

 

 

衛生保健組 

一、110 學年第 2 學期健康醫療諮詢門診 （※免掛號費、免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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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駐診期程為 111 年 03 月 7 日起至 111 年 06 月 21 日止。 

每週一、週二 14:00-16:00 中醫師在衛保組（C112）服務，歡迎教職員工生善加運

用。 

預約分機 1231、1232。 

二、保險諮詢（由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專員駐點服務） 

服務時間：111 年 02 月 23 日至 111 年 06 月 22 日，每週三 14：00─15：00， 

保險專員固定來校收件及接受保險諮詢，歡迎善加利用。。 

三、簽訂特約醫療院所總計 36 家，一覽表及特約項目詳衛保組網頁（網址: 南華大學 

衛生保健組 歡迎您 （nhu.edu.tw）），全校師生如有需要可至網頁查詢運用，可享

有掛號費或其他優免。 

四、Covid-19 校園防疫，敬請大家持續維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量體溫、

實聯制等防疫措施，並盡快完成疫苗接種，提升自身及群體的免疫力。並重申目

前疫情二級警戒，仍維持務必戴口罩之規定，敬請全校師生入校及上課均要依規

定佩帶口罩。（防疫措施將視疫情狀況及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滾動式修正） 

五、登革熱防治宣導：因應即將進入登革熱流行期，為防範登革熱疫情 

1.請落實「巡、倒、清、刷」，清除室內外積水，並回收或處理不必要的容器，以

免病媒蚊孳生。 

2.外出時應做好防蚊措施，若需長時間在戶外活動，請穿著淺色長袖衣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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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位置如右： 

3.如有發燒、頭痛、噁心、出疹、後眼窩痛及關節痛等疑

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旅遊活動史。若有確診

者，請通報學校（衛保組:分機 1230-1232；校安：

05-27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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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ealth3.nhu.edu.tw/Web/Pages?mid=4574&n=%E7%89%B9%E7%B4%84%E9%86%AB%E9%99%A2%E5%8F%8A%E7%89%B9%E7%B4%84%E9%A0%85%E7%9B%AE
http://health3.nhu.edu.tw/Web/Pages?mid=4574&n=%E7%89%B9%E7%B4%84%E9%86%AB%E9%99%A2%E5%8F%8A%E7%89%B9%E7%B4%84%E9%A0%85%E7%9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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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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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1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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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文騫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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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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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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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當事人度過想不開的低潮期。 

請牢記守門人 123 步驟 

 
 

 

★110-2 院導師會議補助申請說明 

學輔中心於本學期提撥經費補助各院辦理院導師會議，申請程序如下： 

 

 

 

 

注意事項： 

1.相關時程 

(1) 申請補助截止日：即日起至 111 年 03 月 14 日；逾期將不接受辦理 

(2) 活動辦理限期：111 年 04 月 06 日起至 111 年 05 月 31 日止 

(3) 成果彙整：會議辦理後一週內完成 

2.經費：以單據實報實銷，收據請註明學校抬頭（南華大學）統編（08628737），於會

議後一週內繳交相關核銷收據。 

可核銷項目包含： 

（1）、（A）餐費：最高上限為 80 元/人，以單據實報實銷 

     （B）印刷費：海報與講義印製費（需檢附 A4 樣張） 

（2）、講師鐘點費：礙於整體經費有限，如會議有規劃與學生輔導相關之輔導知

能演講，擬補助講師鐘點費。（校外講師 2,000/H、校內講師 1,000/H） 

3.成果：於會議後一週內完成並繳交，成果項目包含： 

（1）活動成果表（完成後以紙本和電子回覆，另電子檔部分，可多提供照片作為

佐證，以利核銷） 

（2）簽到表（請將正本繳回學輔中心，使用於核銷） 

4.會議中請預留 15 分鐘時間給學生輔導中心進行「學生輔導相關宣講」 

 

 

★班級輔導活動申請說明 

親愛的導師您好： 

  開學後想必您已開始忙於教學工作，在您上學期的班級經營，面對班級眾多學生

的多元議題勞心勞力，學輔中心深切感謝您對學生的付出，希望能與您並肩努力，繼

填寫申請表 

03 月 14日(一)前完成 
學輔中心

審理 

會議辦理 

(05月 31日前完成) 

核銷單據與成果繳交 

(會議辦理後一週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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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合作照護學生的身心健康，本學期我們繼續提供以「班級為單位」之團體輔導，針

對同學需求，以講演、活動、媒材體驗、量表施測、微電影欣賞等多元方式進行，誠

摯邀請您踴躍申請，可申請主題如下： 

01. 自我探索與了解 

02. 人際互動與溝通 

03. 親密關係與愛情 

04. 情緒與壓力調適 

05. 生涯探索與定向 

06. 自我與時間管理 

07. 多元性別議題：認識 LGBTQ。 

08. 性相關法律知能：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的法律知能。 

09. 精神疾患知能：常見精神疾患的介紹與認識。 

10. 其他需求____________ 

  

申請注意事項 

A. 110-2 班級輔導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11 年 5 月 31 日下午 5 點止。 

B. 請務必至少活動前兩週提出申請，以利規劃安排講師， 

C. 因場次資源有限，每班級每學期限申請 1-2 場，請儘早申請，謝謝。 

 

本學期（110-2）班級輔導活動申請表單：https：//reurl.cc/NpONA6 

 

 班級輔導業務承辦人：學生輔導中心高永騫心理師（分機 1243）   

 

 

 

 

https://reurl.cc/NpON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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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全校導師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11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3 點～5 點 

二、會議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B244 

三、會議主席：林聰明校長  

四、出席人員：依簽到表所示（略） 

五、校長致詞：  

各位導師及各位同仁大家好，近期國內疫情較為緩和，但還是要按照指揮中

心的指示，出席會議或上課要配戴口罩，老師講學時可不需帶口罩。此外，不久

前中州科技大學發生國際生教學及生活輔導等問題，被教育部處分全校停招國際

生，教育部因此通知要全面普查有招收國際生的學校，近期國際處已積極準備相

關資料，也請大家協助提供各學系外籍生的資料，以備教育部的抽查。其次，利

用導師會議時間進行頒發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感謝王佳文老師用心的指

導，也請在座的導師持續協助關心學生，像是學生的情緒或是性別平等的議題，

老師在教學上也需留意自身的言語舉止，及上課的準時度，有些不適宜的行為，

同學會反應到教育部，所以請各位導師多加留意。 

3 月 18 日是 26 周年校慶暨運動會，請大家多協助配合，另當天台灣生命意

象館揭牌，館內展示的內容是從出生到死亡一連串的人生歷程，也搭配不同階段

設計六格主題相關的活動，歡迎各位導師帶學生參加體驗，但因體驗需要一些時

間，建議可先向生命教育中心事先登記。 

六、頒獎：109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略） 

七、導師知能研習：掙脫無形的鎖鏈─將自己從情緒勒索中釋放（略） 

八、重要業務報告：  

1.教務處-洪嘉聲副教務長 

首先說明上學期第二次導師會議綜合座談中，老師提出的有關轉學考試的問

題，教務處經過會議討論後，提出有關相關措施，第一個方案是在選才方面加入

面試，但會增加教師負擔及學校口試費支出。另一方案是教務處於報名期間，陸

續將已報名之考生資料轉給各系，由各系逕行徵詢，先行了解轉入的學生狀況，

然後再開錄取會議。 

2.總務處-王伯文副學務長代報告 

因為調漲廢棄物處理費用影響，本校垃圾處理費由 6 元/公斤調漲至 7.5 元/

公斤，今年再調漲至8.9元/公斤，且發現少數的學生把校外的回收帶到校內處理，

總務處已在資源回收場外張貼勸導單並持續加強資源回收工作，以降低垃圾產出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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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中心-廖怡欽主任 

google 今年 7 月 1 日起不再提供雲端硬碟的無限服務，資訊中心發出公告，

各個同仁需將 google 的空間容量降低，如果有雲端硬碟空間使用的需要，建議

可以另外再申請一個 google 帳號，因學校的 google 總使用空間被限制，無法提

供較多的空間容量，請大家配合，有任何問題歡迎詢問資訊中心。 

4.產職處-林辰璋副校長 

產職處在本學期舉辦一系列演講課程，包括創業楷模、企業經營及人文等講

座，演講主軸都是經過與相關課程協調後，符合類似性質的學生聽講，講座還有

一些名額，煩請各位導師協助宣導。另對於經濟弱勢不利的學生，產職處規劃學

習取代工讀的機制，獎勵經項目的申請在手冊第 46-51 頁，有非常詳細的規定，

如果有符合這些規定的學生，請各位老師鼓勵學生申請獎勵金。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規劃建置的台灣生命意象館，在視聽室部份安排意象

館的介紹，包含本校生命教育相關的影片等，可讓參訪人員瞭解本校生命教育的

內涵，並介紹本校的校務發展方向，是宣導本校校務及特色方面一個很好的場地。

另外也建置 300 吋 LED 電視牆，音響及燈光效果很有吸引力，也規劃生命樹及

人生三溫暖，安排生命迴廊，設置生命樹，從開始發芽到成長，代表人的一生從

出生到死亡，有 6 個主題貫穿人生，其中有收集三好特色學校的影片，製作成互

動式的影片；也有正念靜坐，教大家如何正念靜坐、減壓。接著還有 4 個體驗，

分別是宇宙、森林、海洋、花朵，現場會有音樂與情境融合在一起，最後進入死

亡體驗，像是人生跑馬燈，這些體驗生命教育中心會培養志工來介紹導覽，也歡

迎各院系或高中學生一起來參與體驗，但需事先線上預約排定行程，以上是台灣

生命意象館簡單介紹。 

5.國際處-林純純處長 

請導師協助鼓勵學生申請 110 學年度台灣學習獎勵金，現在各國邊境也逐步

解封開放，有關海外學習部份，可參考手冊資料，鼓勵學生申請學海系列獎勵金，

如學海築夢等，申請的期限在手冊第 51-52 頁資料。 

6.圖書館-賴淑玲館長 

(1)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論文上傳日期是 5 月 1 日～7 月 21 日，煩請導師宣導研究

生注意上傳時間。 

(2) 有關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其相關條件須經由指導教授、系所核

章，且必須是涉及機密或是專業事項，或者依法不得提供，並且需要完整的

證明文件才可申請，不然教育部希望各個學校應該讓研究生的論文都公開，

煩請碩班導師向研究生宣導。 

(3) 圖書館首頁的特色專區，有新增書扉藝廊數位線上展，目前展出的是：究竟

清涼－洪晧倫自然材繪畫數位線上展，歡迎大家多加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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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首頁有新增捐書芳名錄，歡迎各位師生踴躍捐贈家中用不到的書。 

(5) 圖書館新建置線上影音平台，目前可提供 100 部國內外的優質影片供全校教

職員生免費觀賞。校園 IP 範圍內可直接於平台點選影片觀賞，在校外可利用

校務系統之帳號、密碼登錄系統即可使用，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7.秘書室-胡聲平主秘 

秘書室宣導如各位導師有知悉學校內部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性平

相關案件，請立刻聯繫學校，有兩個管道；一是學校 24 小時的專線 05-2720690，

若是上班時間可撥分機 1013，由性平會負責同仁協助。特別宣導，如果您遇到

任何性平相關案件請不要自行去調查，不要自行去介入、和解，因為這些行為都

是違反相關法令原則，若您是被害人的導師，請您陪同被害的學生一起到秘書室，

專線分機是 1013，會有處理性平相關的同仁提供資訊，進行申請、調查。 

8.學務處-柳雅梅學務長 

(1) 學務處報告在手冊第 57-80 頁，目前疫情仍是二級緊戒，故務必遵守戴口罩

的規定，請老師們提醒學生上學配戴口罩，並請同學盡快完成疫苗的注射，

提升自我的免疫力，相關防疫措施會依照疫情指揮中心做滾動式調整。 

(2) 3 月 15 日下午 5 點 20 分-6 點 30 分會在雲水居國際會議廳辦理 110 學年續住

的簽約說明會，麻煩導師提醒同學參加，並鼓勵申請校內的住宿。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