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處通告 
編號：1071-1-3 

107 年 09 月 26 日發行 

生活輔導組 

近期活動 

9/26(三)12:50-15:35 班級自治幹部研習，地點:2 樓視訊會議廳  

參加人員：日間部各班班長、學藝股長、總務股長，如有幹部無法與會請派其他幹部或同學代理出席。 

9/26(三)12:50-14:30 校園安全幹部研習，地點:數位大樓 S515 教室 

參加人員：全校各班幹部及有興趣參與之學生(每班派 1-2 名學生幹部) 

9/26(三)12:50-14:30 新生生活輔導教育專題講座(二)，地點:數位大樓 S415 教室 

參加人員：各班四技、七技新生一年級 

10/3(三)12:50-14:30 交通安全專題講座(一)，地點:數位大樓 S515 教室 

參加人員：各班風紀股長及有興趣參與之學生 

10/17(三)12:50-14:30 交通安全專題講座(二)，地點:數位大樓 S515 教室 

參加人員：各班班長及有興趣參與之學生、交通隊員 

學生請假皆於

網路申請 

1. 107學年度起學生請假皆於網路申請，請假流程可參閱下方注意事項或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設有教學

影片。 

2. 原網路請假須於兩週內申請之時限已取消，惟請於期末網路請假申請截止日期前完成申請(確切日

期將再行公告於請假系統中)。 

注意事項： 

 兩天以內：填入請假相關資訊完成後->草稿預覽->送至生輔組->完成 

(不須列印紙本，惟請留意導師是否審核請假)。 

 三天以上：填入請假相關資訊完成後->草稿預覽->送至生輔組->正式列印->檢附佐證並送交相關單

位簽章->生輔組(學務組)處理->完成。 

 申請結果：「草稿預覽」表示該申請單尚未送出，仍存放於申請人系統中；「審核中」表示該申請

單導師尚在審核；「已審核」表示該申請單已通過審核，生輔組(學務組)已處理，學生可上網查看。 

學生缺曠輔導

記錄 

學生缺曠輔導記錄請導師逕行至線上填報(學務處生輔組網頁設有教學影片)。 

http://dep.tf.edu.tw/osa_li_gb
http://dep.tf.edu.tw/osa_li_gb
http://dep.tf.edu.tw/osa_li_gb


學生參與校外

競賽之敘獎 

學生參與校外競賽獲獎之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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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參與校外競賽之敘獎（未獲獎），請檢附參賽佐證資料。  

智財權宣導 
【請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可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53029&ctNode=6987&mp=1 
 

交通安全圖騰

設計競賽辦法 

函轉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學生總動員」交通安全大競賽-201 全國交通安全「圖騰設計」競賽活動辦

法，活動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活動時間自 9/1 至 10/31，參加對象為各公私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學生。

聯絡人為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林寶貴高專，電話：02-2705-1101 分機 143。 

機車防禦駕駛

宣導短片競賽 

函轉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機車防禦駕駛宣導短片競賽」活動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為廣召青年學子

齊力宣導機車安全，本局今年特別舉辦「『騎機 30 秒』─機車防禦駕駛宣導短片競賽」 

（徵件日期自 7/20 至 10/19 日 17 時截止) 

兵役調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兵役徵集年次為 88 年次(含之前 87、86、8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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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集會 
9/26(三)13:30-14:35 室設系 地點:體育館，參加人員：室設系師生 

10/24(三)13:30-14:35 流設系 地點:視聽會議室，參加人員：流設系師生 

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簡式健康量表 

新生普測 

請新生班導師於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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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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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服務中心 

校園駐點服務 

10/3(三)13：00-16：00，地點：學輔暨職涯中心走廊，參加人員：全校學生。 



近期活動 

9/26(三)12：50-13：40 資源教室期初輔導會議，地點：階梯教室三，參加人員：資源教室學生、 

班級導師及協助同學 

9/26(三)13：00-15：00 性平電影欣賞，地點：學輔暨職涯中心，參加人員：全校師生 

9/26(三) 11：30-13：30 資源教室學生活動，地點：資源教室，參加人員：資源教室學生、家長、 

班級導師及協助同學。 

10/3(三) 12：50-14：30 心理衛生活動，地點：學輔中心團體諮商室 2，參加人員：五專流設 2A 

10/3(三) 12：50-14：30 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地點：數位大樓 S516 教室，參加人員：五專動畫 2A、

五專玩具 2A、五專玩具 3A 

10/3(三) 13：00-15：00 性平教育電影欣賞，地點：學輔暨職涯中心，參加人員：全校師生 

10/17(三)12：50-14：30 資源教室學生活動，地點：學輔中心團體諮商室 2，參加人員：資源教室學生、

家長、班級導師及協助同學。 

10/17(三)12：50-14：30 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地點：數位大樓 S516 教室，參加人員：五專美工 2A、

五專美工 3A。 

UCAN 

大專校院 

就業職能診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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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懇請各班導師於期中考前完成施測，學輔暨職涯中心將於學生施測後1-2周內將施測結果通知各班導

師，以利各班導師了解學生狀況，進而協助學生職涯發展。 

3. 請填寫107學年度UCAN施測調查表(一班填一次即可)，以利學輔暨職涯中心統計。 

4. 表單網址：https://goo.gl/forms/OwNKNnCjNQstl4jt1   

導師時間班級

活動紀錄及初

級預防回報表

填報 SOP 

一、106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及初級預防回報表改由線上填報， 

    此 QRCODE 為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及初級預防回報表暨學務通告回覆表及網址供導師填報。 

二、每周五中午 12 點會關閉系統進行統計分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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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https://goo.gl/xK4i8F 

職涯發展 

推薦影片 

片名：舞動人生 

劇情介紹： 

    某日，比利在向父親提出要加入引起父親與哥哥的反對，畢竟在那個時代練習芭蕾舞只有女生。於

是他瞞著所有的人學芭蕾，教威金森是一個厭倦教舞的老師，一開始並不是很願意教一個厭倦教舞的老

師，一開始並不是很願意教比利，她半發牢騷的說著，你看我的班級裡全是女孩子你還想學嗎？但被利

的熱情感動，也讓她重新燃起教舞的熱情，她不斷地鼓勵比利，希望他能朝向芭蕾舞蹈發展。她一定要

讓比利進入英國倫敦皇家芭蕾學院，而比利也擁有這樣的天賦。 

https://goo.gl/xK4i8F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宣導事項 

1.請全校各單位、各系、各社團辦理活動時，應注意性別分際及言語、肢體行為，切莫觸犯性別相關法

規。 

2.疑似遭受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時，應立即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報。 

3.導師對於懷孕學生之關懷，請將懷孕學生相關資料通報學生輔導中心，以利學生輔導中心協助及輔導。 

4.性平觀念報你知： 

(1)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適用對象只要一方是學生，一方是教職員工生，就是屬於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

的適用對象。(不一定要同校喔！) 

(2)只要有人對你用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做出具有性意味或是性別歧視的言語或行為，讓你覺得不舒服，

那就是一種性騷擾喔！ 

(3)人人生而平等，切莫對他人的性傾向嘲笑或刻意排擠喔！ 

進修部 

簡式健康量表 

新生普測 

請新生班導師於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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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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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教室 

期初輔導會議 

 

10/2(二)12：00-12：50 推進大樓 A510 教室，活動事項：資源教室期初輔導會議(進修部)，參加人員：

進修部資源教室學生、導師及協助同學 

課外活動組 

宣導事項 

一、 【107-1 學雜費減免】：辦理期間為：自期末拿到繳費單後至 9/27 截止，逾期不受理。 

二、 【107-1 就學貸款】: 辦理期間為：自 8/1 至 9/30 截止，逾期不受理。 

三、 【就學貸款有辦理生活費者】107-1 申請《墊支生活費》-辦理期間為：自 9/10 至 10/2 截止， 

逾期不受理。 

活動宣導 

【社團招生博覽會】 

時間:10/3(三)下午 1:30~4:00 

地點:男宿後柏油路 

五專一~三年級及大ㄧ班各導師，於上述時間將班級帶至會場參加活動。 



學產基金 

低收入戶學生

助學金 

《申請期限》:申請期限:至 10/11(四)止，逾期不予申請。 

《申請資格》:具有低收入戶身分並有辦理學雜費減免之學生，五專四~五年級、四技一~四年級學生，成

績平均 60 分。 

《申請文件》: 1.申請書 

             2.低收入戶證明 

             3.戶籍謄本(3 個月內，記事不可省略) 

             4.成績單 

107 學年第 1 學期起，公私立大學、專科學校及五專後二年；每人新台幣五千元。 

大專弱勢 

助學金 

申請期限:9/5~10/15 止，欲申請之同學請先至學校網站 

「大專弱勢助學申請入口網」填寫申請表，再列印繳交相關資料至課指組。逾期將不受理。 

原住民族 

獎助學金 

《申請期限》:至 10/16(五)止，逾期不予申請 

《申請資格》:具原住民族身分之同學，上學期成績 60 分以上。 

《申請文件》:1.請於申請期限內至原住民委員會大專校院獎助學金申請系統申請    

               (http://cip.fju.edu.tw/cip/index.aspx)，並列印申請書繳交至課指組。 

        2.成績單(需有班排名及班級人數) 

獎學金 校外獎助學金詳細申請資料請至學務處    學生專區     校外獎助學金專區下載。 

體育暨衛生保健組 

意外、疾病 

慰問金及傷病 

送醫申請 

一、107 年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意外疾病慰問金申請如下: 

1.需打學校統編(88501417)  

2.最高金額 600 元  

3.需附上學生姓名、班級、學號、連絡電話、申請人姓名、連絡電話、人事代碼。 ※如有學生生病、受

傷、開刀、住院等，探望學生的禮品可以申請補助。  

二、107 年學年度第 1 學期，傷病送醫申請如下: 

1.計程車者須附收費證明單(司機需簽名、搭車日期、地點、車號)  

2.車馬費補助:路竹 100 元、岡山 250 元、台南 300 元、高雄 500 元 

3.附上學生姓名、班級、學號、連絡電話、傷病情形、醫院名稱、申請人姓名、連絡電話、人事代碼。 

※老師、教官如有自行開車護送就醫來回者，回車油料補助費用如下: 來回:路竹 100 元、岡山 300 元、

台南 300 元、高雄 500 元*歡迎老師和同學前來衛保組申請* 

健康資料調查 
爲了解同學的健康情形並加強健康服務管理，請同學務必於 9/10(一)至 10/31(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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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出活力講座 

將於 10/3(三)13:00-15:00，地點:數位大樓階梯(三)教室 

舉辦「吃出活力」講座，安排聽講班級:四技動畫 3A及 3B 

希望藉由此次的演講能讓師生給予師生正確飲食習慣概念，現在大多數人動物性脂肪、糖份、鹽份攝取

過多，但是食物纖維、維生素及礦物質卻攝取不足，使得脂肪肝、糖尿病、動脈硬化、痛風等慢性病患

不斷年輕化。想要吃出活力、吃出青春，適當的選擇食物和正確的飲食習慣必須相輔相成。一起讓自己

吃得更健康!也歡迎其他有興趣的教職員工生前來聽講。 

環保創意競賽 

 

活動理念: 為增進環保意識與創意設計能力，透過辦理環保手提袋創意設計競賽，發揮提袋再利用的愛

物惜物精神，降低塑膠袋的使用習慣，表現學校設計特色，提升公民素養。 

活動方式:利用可以重複使用的帆布袋，自己彩繪拼貼出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環保飲料杯袋」。 

比賽資格:全校學生 

報名方式:掃以下 QR CODE   

 

報名截止日期:10/17(三)17:00 止 

活動獎金:第一名 1,000元、第二名 800元、第三名 600 元、佳作 2名各 300 元。 

當天須準備:吹風機一隻(老師會提供 2隻，建議自己帶)，會提供免費的材料包，自己覺得會加分的物件，

愉快的心。 

比賽日期:10/31(三)12:50-16:00 

比賽地點:體育館 1F 體育組會議室 

*名額有限心動不如馬上行動，相關活動訊息請至衛保組 

學生健康檢查 
107 學年度新生及五專三年級、七技三年級的「學生健康檢查」訂 10/2(二)體育館舉行，由 

健佑醫院承檢，請同學依日程時段進行體檢，當天請攜帶身分證以及 470 元。 

登革熱 

自我檢查表 

請於 9月底完成 9月份有 4周的登革熱自我檢查表(每週必填一次) 

Q：如何填表? 

A：請至學務處衛保組網站→相關網站→東方設計大學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填寫 goodle 表單。 

CPR急救訓練 

本校於 10/17(三)舉辦「CPR 急救訓練」每班至少派 2位同學參加， 

報名方式：請掃右邊 QR cord 報名 

＊目前已開放報名至 9/28 截止。 

 

 

衛保義工招募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團隊 

福利：每學期記小功一支、不定時的點心享用、服務志工時數證書 

注意事項：符合小功條件為每學期至少參加 2次義工輔訓及重大活動支援 

          (上學期為：路跑活動救護支援) 

          (下學期為：校慶和健康操比賽救護支援) 



流感疫情防治 

衛教宣導 

1、 保持環境清潔，每日例行清潔經常接觸的表面 

（如桌面、門把、電腦鍵盤、教具、水龍頭把手和電話等）。 

2、 落實「手部衛生」： 

(1)正確洗手，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 20秒，並將手擦乾。 

   (2)經常洗手，洗手時機如：手髒汙時、飲食或準備食物前、上廁所後、    

     接觸生病的人前後、看病後等。 

3、 衛教學生、家長及員工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1)有發燒或咳嗽症狀時應戴口罩。 

(2)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之後要洗手。 

(3)咳嗽時用衛生紙、手帕或衣袖遮住口鼻。 

4、盡量不用手碰觸眼、口、鼻。 

5、若出現如呼吸困難、呼吸急促、發紺（缺氧、嘴唇發紫或變藍）、血痰 

   或濃痰、胸痛、意識改變、低血壓或高燒持續 72小時等流感重症危險     

   徵兆時，應立即協助就醫。 

健康週報 主題:【不可不知!不憋尿防泌尿道感染】，請至學校網站->學務處->衛保組->服務項目->健康週報。 

迎新盃 

球類比賽 

1、比賽項目：羽球、籃球、桌球、排球。 

2、報名日期： 

羽球（個人賽）：即日起至 11/7(三)中午 12:00 止。 

桌球（個人賽）：即日起至 11/14(三)中午 12:00 止。 

籃球（3 對 3 鬥牛）：即日起至 10/17(三)中午 12:00 止。 

排球（團體賽）：即日起至 12/5(三)中午 12:00 止。 

3、比賽日期： 

羽球（個人賽）：11/14(三)與 11/21(三)13:00~16:30 。 

桌球（個人賽）11/21(三)與 11/28（三）14:30~16:30。 

籃球（3 對 3 鬥牛）：10/24（三）至 10/31（三）。 

排球（團體賽）：12/12(三)與 12/19(三)。 

4、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請至體育組辦公室填寫報名表，歡迎全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5、聯絡電話：07-6939525-11、15；0983-199-183。 

邁向 2018 

設計大學健康

樂活路跑活動 

預定日期：12/5(三)，13：00~17：00，活動路線：本校－＞寧靖王墓－＞本校（約 2.5 公里步行約 30

分鐘），參加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含校友）。活動分組：只有健康組。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水域活動 

安全宣導 

戲水場地需慎選、天候狀況要掌握、戲水裝備需齊全、暖身運動不可少、安全守則要遵守、水域能力 

應具備，最重要的需選擇安全的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