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生輔組業務報告 

1. 學生請假皆於網路申請(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設有教學影片)，並請於期末網路請假

申請截止日期前完成申請(確切日期將再行公告於學務通告及請假系統中)。＊三

日以上之請假申請，請先於網路申請後印出紙本，會簽相關欄位後送至生輔組。  
2. 學生缺曠輔導記錄請逕行至線上填報(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設有教學影片)。 

3. 108學年度第 1學期班級自治幹部維護時間已開放線上維護。請各班導師於9/16 
17:00 前，上網登錄幹部名單並列印紙本繳交至生輔組。  

4. 請導師協助轉知相關人員參與班級自治幹部研習：9/18  12:50 於階梯教室一舉

行，與會人員為日間部各班班長，如有幹部無法與會請派其他幹部或同學代理出

席。 
5.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獎懲會列席學生之決議已寄發紙本通知，亦請導師協助

轉知決議。 
6. 學生參與校外競賽之敘獎 :【未獲獎】請檢附參賽佐證資料；【獲獎】請檢附獎

狀影本(需蓋與正本無誤及系主任章)、 參賽簡章、參賽隊伍佐證(如秩序冊、獲

獎公布資訊等)。  

7. 校外賃居調查系統開放時間 9/9 08:00~9/27 16:00 時止。請各班導師於上述

時段，進入校務行政系統 導師資料區點選賃居調查 填註學生校外賃居資

料。若無也請註明＂無賃居學生＂。 

8. 各系所於新學期開始，各年級之學程規劃中，如有出國實習的學生，請提早向生

輔組通報及檢送相關實習資料(實習合約書)，俾利辨理在學役男出國相關申請事

宜。 

9.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兵役徵集年次為 90 年次(含之前 89、88、87、86………)，請

導師協助班上同學辦理兵役緩徵。兵役調查表可至學校網頁(首頁) → 行政服務 

→ 學務處 → 生活輔導組 → 法規與表單 → 生活輔導組表單下載 → 兵役調

查表 → 自行下載。列印填報，繳交至生活輔導組以利陳報。事關學生個人權益，

請同學務必填報。 

1.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必須貼於調查表之上。 

2.如有免役證明者，一併繳交證明影本。 

3.已服兵役者，須繳交退伍令影本，並填寫兵役調查表，以利後續辦理儘後召集。 
10.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各系所校園整潔區域圖』（如附表一），請貴系分配各班打

掃之公共區域範圍及固定班級教室，各系所主任請卓參貴系，現有四技及五專班

級人數，妥善安排適當人力，以維校區整潔（對象為全校所有學制五專、四技、

七技各班)。 
11. 因應 108 學年度工讀時數精減配置，本組巡檢人力及時數安排為，學期中第 4、

5、6、7、8、11、12、13、14、15 週，敬請各位導師協助維持校區整潔。 

12. 校車服務駐點改為生輔組，想要坐校車的同學請到生輔組登記，並鼓勵搭乘校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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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體育暨衛保組業務報告： 

一、 學生與健康維護： 

（一）「學生健康檢查」訂於 108 年 10 月 1 日（星期二）由建佑醫院承辦，費用

為 470 元，健檢對象為: 108 學年度ㄧ年級新生、轉學生、五專三年級學

生、七技三年級學生及碩博班學生、進修部學生。另於 10 月 2 日（星期

三）8：00-12：00 辦理全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請各位同仁踴躍參加，

爲您的健康把關。 

（二）爲了加強學生健康資料及健康服務管理，日間部各班同學自 9 月 2 日至

10 月 2 日，務必至校務行政系統學生專區之「健康資料維護」填寫健康

資料調查，請導師協助督促同學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填寫，本資料只作為

健康調查及健康服務紀錄之用，並不對外開放相關資訊。 

（三）辦理健康管理研習會：時間訂於 10 月 30 日，13:00-17:00 由承檢醫院派

員到校作健檢說明會，請參與健檢的班級衛保股長(或一名代表)及導師

參加。 

二、學生平安保險： 

108-109 學年度「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承保單位為中國人壽，保額 100 萬元，

保單內容公佈於衛保組網頁中。本學年度保費為 1100 元，教育部補助每人 100

元，自付額 1000 元，分二學期繳交，每學期繳交 500 元。保單內容公告於衛

保組網頁。 

申請理賠應檢附資料： 

 診斷證明書。 

 理賠申請書。 

 收據。（影印本須由醫院蓋章） 

 X 光片（光碟）---骨折者。 

三、特殊疾病學生關懷： 

對象為全校學生及特殊疾病學生，將辦理四場與醫師有約專題演講，題目將會以

健檢的結果與健康資料系統的調查結果為依據，選擇最適宜的演講主題，歡迎踴

躍參加。 

四、全校性急救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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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 10 月 16 日將邀請紅十字會教練團辦理專題演講及實務操作(CPR+AED)，

透過急救課程之操作練習，期望提升師生急救知能，培養緊急救護種子成員，建

立本校緊急救護網絡。  

五、本組將於 10 月 7~18 日實施全校學生體適能檢測，檢測結果登錄在體適能檢測

記錄表內並上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並請施測教師就體適能評量屬於「稍差等級」

（百分等級低於 25）之同學，提供改善體適能之運動處方，以供同學做為參考。 

六、運動性社團於 10-12 月起辦理一系列迎新盃球類活動（羽球、桌球、排球），將

競賽規程以 LINE 群組通知各系學會會長及公告於體育組網頁，敬請各系學會指

導教師輔導組隊報名參賽。 

七、辦理水域安全教育講座：預定於 10/22(二)，12：50~14：40、14：50~16：40，

在數位大樓階梯三教室舉行。 

八、辦理特色主題關懷社區-一甲國小運動健康指導：預定於 11/16(六)，08：00~12：   

    00，一甲國小操場舉行。 

九、辦理住宿生關懷活動：預定於 11/20（三），17：00~20：00 在體育館舉行。 

十、東方設計大學健康樂活路跑活動：一、預定日期：12/4(三)，13：00~17：00；

二、活動路線：本校－＞寧靜王墓－＞本校（2.5公里健行約30分）；三、參加對象：

全校教職員工生，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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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年度第1學期學輔暨職涯中心業務報告: 
 
一、 敬請四技（一、三年級）、五專（一、三、四年級）以及七技（二、四、六

年級）各班導師協助督促班上學生上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進行施

測。 

二、 暑假家庭關懷聯絡紀錄，請全校各班導師協助連絡關懷學生，並將內容紀錄

於「學生家庭關懷聯繫紀錄」表格中，於9月10日前E-MAIL給學輔中心

yang319@mail.tf.edu.tw及系辦列印出來擲交學輔中心。 

相關表格可至「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服務項目→導師業務→相關表單」

下載。 

三、 「學生晤談輔導紀錄」已統合於校務行政系統，請導師登入校務行政系統教

師區，點選「學生個人資料查詢」，選擇班級之後，填寫學生之晤談資料（字

數30-100字）。本學期之晤談資料請於108/6/14前填寫完畢。 

四、 本學期週三下午將安排臨床心理師於學輔中心值班，如有需要請提前向學輔

中心預約。 

五、 請新生班導師於10月18日前完成班級學生之「簡式健康量表」施測，並將量

表繳交回學輔中心。總分高於10分之學生名單將通知導師，請導師及輔導教

師進行關懷追蹤，若學生有晤談之需求可轉介學輔中心。 

六、 如發生情感糾紛或感情受挫，可向教官及學輔中心請求協助。如情感糾紛事

件涉及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凌，請逕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請調查。 

七、 畢業生流向調查網址：http://163.15.40.30/ 

八、 本中心離校流程需至本校畢業生流向調查網頁確認下列項目：  

1.修改系統密碼  2.修改手機號碼  3.修改家用電話    

4.修改個人信箱  5.完成應屆畢業問卷  

本年度須完成畢業生流向調查之畢業班別：107、106、104、102 學年度 

九、 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錄及初級預防回報表填報SOP 

1.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錄及初級預防回報表改由線上填報，於每周學務通告會

有 QRCODE 及網址供導師填報。 

     2.每周五中午 12 點會關閉系統進行統計分數。 

3.如送出後，發現填答部分有錯誤，請重新填答，無法修改已送出的回報表。 

4.https://goo.gl/xK4i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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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指組期初業務報告： 

1. 本組舉辦各項活動，公告於學務通告或學務處公佈欄，敬請踴躍參加。 

2. 校內、外獎學金於申請期間內公告於學務通告中 

校內、外獎學金請至（學校網頁→學務處→學生專區→校內、外獎學金專區中）

查詢。 

 

3. 有辦理就學貸款同學請於 108 年 09 月 30 日前至台銀完成貸款手續，並於 108 年

10 月 02 日以前將以下資料繳交至課指組。  

首次辦理：(1)臺灣銀行撥款通知書第二聯 (2)繳費單 (3)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

本。 

續辦辦理：(1)臺灣銀行撥款通知書第二聯 (2)繳費單  

4. 有以下身份的同學，要辦理學雜費減免請於108年 09月 30日以前來課指組辦理。 

(1)軍公教遺族子女  (2) 軍公教遺族子女撫卹期滿 (3)現役軍人子女 

(4)原住民學生      (5) 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6)身心障礙學生 

(7)特殊境遇家庭之子女或孫子女 

(8)中低收入戶學生、低收入戶學生(須具有區公所開具之證明書) 

5. 申請墊支生活費-辦理期間為:自 108 年 08 月 01 日至 10 月 02 日止。 

（1）當學期銀行對保單影本 

（2）當學期繳費單影本 

（3）低收（中低）入戶證明影本 

（4）學生證影本（需蓋當學期註冊章） 

（5）墊支生活費申請書 

6. 具有低收入戶資格的同學可申請學產低收入戶助學金，不包含五專前三年。 

申請期限: 108年9月09日～108年9月30日。 

 

7. 原住民獎學金補助申請，每學年皆於該學期之學期初提出申請 

(1) 具有原住民身分同學可申請 

(2) 107 學年第 2 學期成績達總平均達 60 分以上。 

(3) 申請書上原住民委員會網站填寫(http://cip.fju.edu.tw/cip/) 。 

(4) 繳交資料：①申請書 ②戶籍謄本③學生印章 1 顆④上學期成績單(成績須達 

60 分) 

注意事項:五專前三年、研究生及碩士生不得辦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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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專弱勢助學補助申請，每學年皆於該學年之上學期提出申請，下學期核發補   

助款 

1.除五專、七技前三年及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外，具正式學籍之學生。 

2.家庭年所得未超過新臺幣70萬元。 

3.家庭應計列人口之利息所得合計未超過新臺幣2萬元。 

4.家庭應計列人口合計擁有不動產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650萬元。 

5.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申請書請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索取。                                

繳交資料：（1）申請書      （2）低收入戶證明書 

（3）戶口名簿影本（4）學生印章1顆 

（5）上學期成績單(成績須達60分，新生免交成績單) 

 

9. 各項減免補助、就學貸款、獎助學金之申請 

    如有疑問歡迎向課外活動組查詢 TEL : 07-6939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