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導師會議

報告人：學生事務長顏世慧



辦公室搬遷-本學期開始
課服組與住服組，將於文薈館地下一樓
(近寄情湖旁)正式為大家服務！



業務宣導
專業服務
活動預告
「紫錐花反毒宣導」



健康促進中心
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
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業務宣導



●105年2月1日高雄市登革熱防治小組到校
進行戶外區域突擊檢查，共計發現11處陽性點，當場錄影及
舉發開罰。

●105年2月3日高雄市政府參事偕同區公所及衛生單位到校進
行環境巡檢。

傳染病防治-登革熱 健康促進中心業務宣導



●清除積水容器是預防病媒蚊孳生最有效方法。
●各單位請依據總務處於104年11月5日公告「登革熱防治區域分

配圖」隨時進行環境巡檢。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資本 多一聲叮嚀，少一分遺憾

傳染病防治-登革熱



• 僑外陸生業務宣導
1.請導師協助提醒班上外籍學生注意居留證有效期限。

2.春季班入學之外籍學生如下，請導師們多多關懷學生，如有
需要可隨時聯繫本組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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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設計研究所 104-2 碩一 馬來西亞 男 江翊誠

應用設計研究所 104-2 碩一 馬來西亞 男 鄧諄元

流行設計系 104-2 一 馬來西亞 男 陳偉勝

應用設計研究所 104-2 碩一 越南 男 鄭武煌

視覺傳達設計系 104-2 一 越南 女 鄧氏金銀

應用外語系 104-2 一 越南 女 黃氏錦絨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104-2 一 越南 女 武氏清香

應用外語系 104-2 一 越南 女 謝玉妙眉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104-2 三 韓國 女 李美永


















• 宿舍宣導
目前各棟宿舍尚有空床位，請導師協助宣導，學生如有需要

請至本組登記。

• 賃居宣導
為落實賃居生關懷，請導師協助賃居生訪視，如需系輔導教

官協同，可向本組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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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導師持續關心學生是否受到此次地震影響，勾起過去經驗而
感到痛苦，或出現驚慌、坐立難安、睡眠困擾、麻木呆滯等心
理壓力反應。

• 若這些狀態超過一個月、且已影響日常生活，請與我們聯繫，
諮商中心將提供心理支持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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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有你真好!
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業務宣導



• 即時轉介
– 可利用「電話」即時轉介
– 請儘量敘明學生狀況
– 儘量在學期結束前三週轉介到諮商中心，以便提供及時協助

• 各院系個案管理心理師
– 黃暐婷/2127：設計學院(不含演藝、藝管)
– 鍾明諺/2125：資訊學院、演藝、藝管、經管所
– 蔡佳樺/2113：管院(金融、企管、運管、休觀、休運、餐旅)
– 劉又綾/2178：管院(國企、會展、會展所)

應用社會學院(兒家、社工、應外、性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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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與轉介-轉介學生小撇步



職發中心業務宣導
教育部於104年10月12日以臺教技(三)字第1040130890B號
令訂定發布施行「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
需繳交103-10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成果報告書。

日期 辦理事項

105年1月29日(五) 繳交第一階段「103學年度各系所學生校外實習自我評量報告」
並公告103學年度及104(1)學年度雇主及實習生問卷第一階段執行成效

105年3月04日(五) 公告103學年度雇主及實習生問卷執行成效(發送率需達90%)

105年3月31日(四) 公告103學年度雇主及實習生問卷執行成效(填答率需達60%)

105年4月22日(五) 公告104(1)學年度雇主及實習生問卷執行成效(發送率需達90%)

105年5月31日(二) 公告104(1)學年度雇主及實習生問卷執行成效(填答率需達60%)

105年6月24日(五) 繳交第二階段「104學年度各系所學生校外實習自我評量報告」

105年7月29日(五) 公告104學年度雇主及實習生問卷執行成效(發送率需達90%)

105年8月31日(三) 公告104學年度雇主及實習生問卷執行成效(填答率需達70%)



• 轉知教育部重大訊息，社會救助法修正：
– 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由目前的補助學雜費30%，修正成

60%，自105年2月1日起生效。
– 上學期已獲得弱勢助學金學生，若本身同時符合中低收入戶子女資
格者，建議104下學期可再申辦中低收入戶子女學雜費減免，但
104學年度的弱勢助學金補助將修正成1/2金額。

– 學生若有辦理就學貸款，請確認銀行貸款金額正確。

• 弱勢助學金辦理時間：105年2月1日至3月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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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業務宣導



• 近年來青少年集體轟趴嗑藥案件逐漸增加，嚴重影響學子身心健
康，尤其在連續假期及寒假更為嚴重，請教師協助提醒同學應保
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切勿受同儕及校外人士引誘慫恿而好
奇嘗試，因而觸法，造成自身及家人之終身遺憾。

• 105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39號）演習南部地區預定4月21日
（星期四）1330-1400時實施，並配合執行人、車管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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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業務宣導



輔導系所工作編組表（日間部）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業務宣導



• 在河岸上撿垃圾是 服務。

• 在顯微鏡下檢視水樣本是 學習。

• 當學習生命科學的學生，

• 收集、分析水樣本、証明他們的檢驗結果，

• 並將研究結果呈現給當地環保署的時候…

• 那是「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是行動教育” — Sen. John Glenn
16



• 「服務－學習」是一種豐富的教學方法，

• 它幫助學生有意義地服務學校和社區。

• 年輕人學習並運用在學校學到的技能，解決真實的問題。

• 他們連結了學習目標以及社會的需要。

• 與成年人成為夥伴，學習主導流程。

• 他們運用批判思考的方式，並配合問題解決的技巧，

• 關心如饑餓、污染等多元議題。

“服務-學習是行動教育” — Sen. John Glenn



• 學校老師則可透過開設服務學習課程，

• 從事與專業有關的社會服務

• 及進行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

• 來完成連結社會服務的學術責任 (Wade, 2008)

流設系
美髮義剪服務



• 18週：課室教學+服務+成果報告

• 作法：課室專業教學內容

→應用於與專業主題相關的NPO/社區/中小學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將應用結果回到課室呈現、分享、討論

休觀系 泥火山生態標示服務 室設系 獨居長者住宅修繕服務



• 聯絡「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 組長~玟瑜2118、承辦人～慧菁2107
 和您討論如何應用的idea

 幫您媒合社區

 舉辦研習

 提供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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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家系幼兒園說故事服務

演藝系鼓山國小-船情哈瑪星表演



健康促進中心

專業服務



●醫師專長：
小兒心臟專科醫師暨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到校服務

105.02.24(星期三) 13：00~17：00
105.03.30(星期三) 13：30~17：00
105.04.27(星期三) 13：30~17：00
105.05.25(星期三) 13：30~17：00
105.06.22(星期三) 13：30~17：00
105.07.27(星期三) 13：00~16：00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活動預告



•對象：學生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帶班聆聽

職輔系列講座及就業力職涯知能研習營共計15場

•對象：教師
•報名：報名表

職涯輔導講座研習營共計4場

職發中心_職輔講座活動

 認列導師輔導知能研習，進行簽到、簽退事宜
 依據簽到(退)時間，累積聽講時數1小時可得1場次研習分數(依此類推)

講師：星座專家_唐立淇
講題：12星座職場求職不NG!
註：若老師有意帶班聆聽本場次，請盡快聯繫職發中心＿哲瑋，2146

日期：105年5月12日(四)

時間：14:00-16:00



•對象：學生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帶班參加

就業博覽會

•對象：教師
•報名：校務資訊系統公告(限額)

職涯增能培訓手作工作坊

職發中心_職輔講座活動

招商中~!!預計招募40家企業設攤徵才。
現場提供：履歷健診(勞動部職涯諮詢師)、職能檢測、造型彩裝設計活動。

歡迎大四班級或工作態度與倫理課程等班級教師(學生)一同參與。

日期：3月-6月 (6堂課)

內容(預定)：伴手禮(烘焙)課程、皮雕課程。

日期：105年3月29日(二)

時間：10:00-15:30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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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組

「紫錐花反毒宣導」



＊反毒資訊

（一）各縣市設置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除了加強反毒宣導外，並設置有

24小時免付費專線： (0800-770885，請請妳，幫幫我)

（二）紫錐花運動官方網站 http://enc.moe.edu.tw/

（三）行政院衛生署反毒資源館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4

（四）法務部無毒家園網
http://refrain.moj.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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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c.moe.edu.tw/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4
http://refrain.moj.gov.tw/mp.asp?mp=1


何謂藥物濫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藥物濫用危害特徵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藥物濫用學生

的行為徵候



瞭解學生藥物濫用徵候—行為徵候



瞭解學生藥物濫用徵候—環境徵候



發現學生藥物濫用

我們可以做的事



一、告知學生各級毒品吸食、持有、販賣、運送等相關法律責任。
二、積極關心學生個別狀況，瞭解其生活狀況、課業與行為並適時輔導。
三、積極參與特定人員查察技巧相關研習，正確辨識學生是否有藥物濫用。
四、協助查察特定人員，經常與家長聯繫、溝通與協調，視需要實施個案
尿篩作業。
五、參與春暉小組，提供訓輔人員必要協助與個案相關資訊。
六、協助藥物濫用學生或坦承曾經使用並請求治療者，成立春暉小組進行
專業輔導，通知家長共同參與。



(一)致電學生家長。
(二)詢問學生家長，學生近期在家中狀況及交友情形。
(三)告知家長，學生藥物濫用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或學生坦承。
(四)告知家長，學校目前已對學生安排春暉輔導，並溝通需配合事項。
(五)使家長瞭解，尿液篩檢結果僅作為學校藥物濫用輔導之參考，不會作
為法律懲戒之依據。
(六)告知家長，學生未來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及學校未來可以協助作法。

一旦確認學生用藥之後，與家長的溝通步驟建議如下：



發現可疑或遇到有狀況學生— 可通知學務處生輔組

或撥打07-615-8024(留意我-幫您24小時)

因為有您!學生生命而有改變

感謝您是學生生命中的貴人!



感謝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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