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導師會議

報告人：學生事務長顏世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K4MbvlD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K4MbvlDss




學務公佈欄



生活輔導組



壹、103-1學期校安通報事件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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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事件類別區分



壹、103-1學期校安通報事件統計與分析

時段 00時-06時 06時-12時 12時-18時 18時-24時 合計

交通事件 4 14 8 13 39

其他事件 7 18
(死亡2件) 26 17 68

小計 11 32 34 30 107件

二、依時段區分



壹、103-1學期校安通報事件統計與分析

路段區域 交通意外件數
學校附近 8

鳳東-鳳崎路段 6
橫山路段 5
楠梓區 5
仁武區 5
大社區 4
前金區 2
苓雅區 2
鳥松區 1
其他縣市 1

三、易於發生交通意外事件地點分析
(一)地點：



壹、103-1學期校安通報事件統計與分析

原因 件數

與汽、機車擦(追、擦、碰)撞 25

自摔 10

其他 4

合計 39

(二)原因：
交通事故發生原因，仍以「駕駛人疏失」為主因，佔89％；事故原因：



貳、本學期新生(復學生、轉學生)辦理兵役作業注意事項

• 新生(復學生、轉學生)請參考紙本附件一(學生兵役注意事項)辦理兵役作
業。辦理緩徵人員：請於開學後一個月(3月20日)內繳交兵役調查表(紙
本附件二)；辦理儘召人員(已服役)，請於開學後二個月(4月20日)內繳交
兵役調查表。

• 辦理儘召人員(已服役含研究生、轉學生、復學生等）務必於4月20日前
將申請儘後召集兵役調查表(並檢附身份證及退伍令影本)繳交生輔組彙
整函送各縣市後備指揮部，逾期將無法受理。



叁、本學期校外賃居生調查、訪視，請導師配合事項
• 103學年第2學期校外賃居生調查，請導師調查後直接鍵入
導師系統內(導生系統畫面詳如紙本附件三)。

• 完成調查並鍵入系統，導師即可實施訪視(訪視表詳如紙本
附件四，請使用此新版格式)，繳交期限配合學務處諮商與
生涯發展中心資料收繳時間(原則是學期結束前)，煩請將訪
視表擲交生輔組校安承辦人柯富榮先生(分機2115)彙整。



課外活動指導組



親愛的導師，課指組需要您～

–自治類
–康類類
–服務類
–學藝類
–運動類
–聯誼類



親愛的導師，課指組需要您～

–國際志工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
–帶動中小學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親愛的導師，課指組需要您～

2014 「琉」連忘返必勝行-小琉球冒險成年禮
2013 航海王之五力全開~綠島冒險
2012 轉大人、”溯”Easy
2011 冷吱吱成年禮系列活動
2010 人生一百成年禮
2009 "鵬"友啊!來尬船鐵馬活力夯
2008 咱來去ㄗㄢˋ鐵馬
2007 走~ 去爬山
2006 "關島"



親愛的導師，課指組需要您～

• 2014動漫王國
• 2013 童話校歌
• 2012 世界舞蹈
• 2011電影風潮
• 2010 環遊世界
• 2009 童話故事
• 2008復古風
• 2007 KUSO校歌
• 2006台客風



健康促進中心



健康促進中心業務電子化

• 提供緊急傷病、學生團體保險理賠、學生健康檢查稽催及物品借用登錄。

一、「健康促進中心作業管理系統」

• 提供學生查詢個人健康檢查報告。

二、「學生健康檢查管理系統」

• 提供師生登錄及查詢每餐食物攝取熱量，進而達到自我健康管理。

三、「飲食熱量管理系統」



1.與休觀系合作成立餐廳稽查小組
2.校園用餐滿意度問卷調查
3.各餐廳蔬食餐點立牌製作
4.餐廳櫃位熱量標示

健康促進中心餐飲活動規劃



健康行銷:
1.健康噗噗車
2.健康大富翁
3.每月蔬果日

健康促進活動推展



國內H5N2及H5N8禽流感疫情現況

截至104年1月20日止，計有桃園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
10個縣市出現疑似染疫養殖場。

H5N2、H5N8兩種型別禽流感病毒同屬禽源性病毒，在
哺乳類動物細胞內複製力不佳，目前全球未傳出H5N2、
H5N8、H5N3禽傳人病例。



本校H5N2及H5N8禽流感防疫現況

防疫物資整備:
1.口罩:3850個
2.耳(額)溫槍142支(健促中心34支、宿舍25支
各院系所總務處共83支)

3.自動噴霧式酒精消毒機13台
4.手動按壓式酒精設施10台
5.酒精80公升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職涯輔導系列活動

•職輔講座

•職發活動

•校友相關活動

• 104年度即測即評考試4梯次、全國技術士3梯次。
• 推動實習雇主滿意度問卷平台、實習生自評問卷
平台、校友及雇主滿意度平台。

•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就業輔導暨實習委員會
議 (暫定104.05.13)

• 104年就業博覽會(暫定104.04.09)• 校友入會(IPASS 校友證)
• 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
• 校友雇主滿意度問卷

• 學生部分:職輔講座、就業力職涯知能研習營 (工
作坊 + 講座)

• 教師部分:職顧講座(工作坊 + 講座)
• 工作坊以小班實作方式進行，需事先報名



職輔講座活動

職輔系列講座-7場

• 對象：學生

•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

• 活動：講座、工作坊

就業力職涯知能研習營-5場

對象：學生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

活動：講座、工作坊

職涯顧問工作坊-4場(限額)
對象：教師
報名：工作聯繫單
活動：講座、工作坊

職涯增能培訓坊課程(規劃中)
對象：教師
報名：公告
活動：工作坊



職發活動公告
1. 即測即評及發證、全國技術士考試

05月_保母人員(單一級)

06月_通訊技術(乙、丙)

07月_電腦軟體應用(丙)

10月_建築物室內設計(乙)

11月_電腦軟體應用(丙)、通訊技術(乙、丙)

2. 104.02.25(三)辦理104學海築夢計畫案說明會

下午2：00-4：00 地點：A210



職發活動公告
3. 104.05.13(三)辦理本學期學生就業輔導暨實習委員會議(暫定)

4. 提升e-P 建置率。

5. 持續推動校友入會活動：

 鼓勵各系成立系友會、入會活動 / 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

 校友雇主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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