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輔導組

宣導事項



• 105年9月30日前，儘速到全省臺灣銀行辦理對保，
將申貸資料繳回學校註冊。就學貸款

• 協助遭逢意外偒害或家庭變故之學生給予適切關懷急難救助

• 9月12日至9月26日
•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家境清寒、單親、父母失
業致無法負擔生活費用者。

• 【日四技新生】各班可推薦一位學生參與服務
新生安定服務

• 辦理時間：105年8月1日至9月30日止。弱勢助學

• 填寫「學雜費減免申請書」，9月20日截止申請。學雜費減免

• 有104-2暑假期間(105.7.1～7.31)公告獲獎的資
料，請於9月26日(一)前提出申請。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
校外競賽獲獎

安定就學 生活輔導組



請教師協助提醒學生下列事項：
1.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
2.請勿非法影印
3.請勿非法下載任何有版權的影音檔案
另有關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
，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
=206960&ctNode=6987&mp=1

重要提醒：
辦活動時請注意勿使用未經申請(台灣
代理商與日本總公司)授權的寶可夢之
相關圖片影像，避免侵權被告！

瘋扮皮卡丘校長帶頭侵權
（摘自學校網站）

智慧財產權
生活輔導組



98年1月11日起
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

全面禁菸

本校目前共設置5處吸菸區
校區其他地點全面禁止吸菸

•本校目前吸菸區計5處分別位於：

• 1.行政大樓左側扇形轉角處

• 2.設計大樓與圖資大樓間平台

• 3.貳姿樓外側迴廊上方花台

• 4. 圖資大樓9樓戶外平台

• 5.面對壹軒樓大門左側平台

菸害防制
生活輔導組



一、告知學生各級毒品吸食、持有、販賣等相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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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學生藥物濫用我們可以做的事

毒品防制 生活輔導組



開學後同學上下課期間與連續假期接踵而來，
請各位導師協助提醒同學要隨時注意：
一、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
二、不可酒後開車或騎機車。
三、行車注意交通規則。
四、參加活動不要熬夜及長途開車。
五、同學若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

與聯繫管道：

交通安全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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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

9

• 新生普測
• 健康、習慣、生活適應(HHL-S)量表施測
• 日四技新生班普測：9/19-9/30
• 進修、二專、碩士新生班：於9/26前向諮商中心申請。
• 歡迎各年級導師提出申請。

• 班級輔導
• 班級經營小幫手（請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 主題：

• 人際溝通－「不當花蝴蝶，也有好人緣」
• 生涯探索－「盲目跟隨業障重，假的；認識自己，才是真的」



◆研習報名將於活動前一週公
告。

導師研習活動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第1場：105.10.6(四)，12:00-

13:30-「30秒告訴你--如何運用

HHL找到輔導關懷的著力點」

•第2場：105.10.26(三)，13:30-

15:00-由母親的一封信--看見孩子

偏差行為的『操弄六步驟』

•第3場：105.11.9(三)，13:30-

15:00-「情感教育專題講座」

教師生命教育研習

• 105.10.14(五)，13:20-16:20「阿
德勒教你如何愛自己」

• 105.10.18(二)，105年度教育部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校園多元生命教
育活動-「發亮的太陽～「挑戰人
生，勇敢出發吧!」(全校師生)

• 上午場次10:20-12:00

• 下午場次13:20-15:00

10◆研習報名將於活動前一週公告。



105學年度
身心障礙學
生人數：

220人（含
新生31人)

結合導師輔
導知能研習，
辦理特殊教
育知能研習，
歡迎導師踴
躍參加

召募伴讀生

及課後輔導

小老師，請

協助推薦具

服務熱誠的

學生

ISP(個別化
支持計畫)會
議，敬請導
師撥冗參加

特殊需求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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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輔講座

職發活動

校友相關活動

 學生部分:職輔講座、就業力職涯知能研習營
 教師部分:職顧講座

 105年度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術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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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就業輔導暨實習委員會議 (暫定105.11.30)

 南區校友餐會_高雄香蕉碼頭河邊餐廳(105.09.24)
 教育部101級畢業後3年、103畢業後1年校友滿意度問卷
 校友雇主滿意度問卷



1.即測即評及發證、全國技術士考試：
 3月_烘焙
 5月_保母人員(單一級)
 6月_烘焙、通訊技術
 10月_建築物室內設計(乙)
 11月_烘焙、通訊技術、電腦軟體應用(丙)

105新增女裝(乙、丙級)術科測試場地即測即評術科測試場地

2. 校外實習：
 105.11.30(三)辦理105-1學生就業輔導暨實習委員會議(暫定)
 學生需線上建立實習紀錄後，列印合約書送出用印；另，企業用印需為

公司大章(發票章、圖章等均不認列校基庫及獎補助)。

3. 校友：
 105.09.24 南區校友餐會，報名網址： https://goo.gl/oQ4J4F
 地點：高雄香蕉碼頭河邊餐廳(需線上報名，俾利確認人數)

校友、雇主滿意度調查 (單一連結：校首頁)

校友： https://goo.gl/oQ4J4F 雇主： https://goo.gl/oQ4J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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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外陸生業務宣導

一、請導師協助提醒班上僑外生注意居留證有效期限。
二、僑生可申請的獎助學金

(一) 僑務委員會獎勵學行優良僑生獎學金。
(二) 僑務委員會受理捐贈僑生獎助學金。
(三) 教育部獎勵海外優秀華裔學生回國就讀大學校院

獎學金。
(四) 清寒僑生助學金：欲申請者請備妥「清寒證明」

及相關證明文件，入學後依規定提出申請。 16



一、依健保法規定，凡於台取得居留證起連續居
留屆滿 6個月，依法須參加健保，且此期間僅能
出境一次(天數不得超過 30 天)。

二、家境清寒僑生得檢附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
件，向本組提出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
由僑務委員會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二分之
一。

17

健保宣導



宿舍宣導
因短期陸生來本校就讀之學生人數，受520選後
影響，有減少之趨勢，宿舍將有空床位釋出，如
仍有住宿需求的學生，可來本組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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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宿舍/賃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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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健康檢查

了解學生健康狀況

防範校園傳染病

105.9.10(星期六)及105.9.11(星期日)

上午10：00~下午04：00

地點：行政大樓禮堂

費用580元
可進食，不需空腹



未依規定完成：
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住宿以「退宿」處分

21

新生健康檢查

校務資訊系統 學生資訊管理 學生健康檢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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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會客室

105學年度第1學期共計13場次
活動可認列導師輔導知能場次。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實施，自103年12月起聘任「職業醫學

科專科醫師」到校進行健康諮詢服務及舉辦健康講座。



~相關訊息將另行公告周知~

日 期 時 間 講座主題 講師

1 105.09.30(星期五) 14：00~15：00 流感防疫一把罩 張文王醫師

2 105.10.04(星期二) 08：30~09：30 登革熱與茲卡病毒介紹 張孟玲老師

3 105.10.04(星期二) 10：30~11：30 腹痛的鑑別診斷 鄭展志醫師

4 105.10.25(星期二) 14：00~15：00 如何看懂健康檢查報告 張文王醫師

5 105.11.01(星期二) 08：30~09：30 常見的外傷處置 張孟玲老師

6 105.11.01(星期二) 10：30~11：30 發燒的鑑別診斷 鄭展志醫師

7 105.11.28(星期一) 14：00~15：00 拒絕「惡視力」~視力保健 張文王醫師

8 105.12.06(星期二) 08：30~09：30 常見的心血管疾病介紹 張孟玲老師

9 105.12.06(星期二) 10：30~11：30 下背痛 鄭展志醫師

10 104.12.29(星期四) 14：00~15：00 保肝之道~肝炎防治 張文王醫師

11 106.01.03(星期二) 08：30~09：30 常見的呼吸道疾病介紹 張孟玲老師

12 106.01.03(星期二) 10：30~11：30 基本救命術(BLS)與AED介紹 鄭展志醫師

13 106.01.18(星期三) 14：00~15：00 「腸」保健康~預防腸癌保健 張文王醫師

23



STU週一蔬食日

24

為鼓勵師生「多吃蔬果少吃肉」
與各餐廳廠商配合，每週一推出美味的蔬食餐點。

至健康促進中心領取集點卡

前往配合餐廳櫃位購買蔬食餐點

由該櫃位核蓋1點/次

集滿8點者
提供精美禮品一份



清除積水容器是預防病媒蚊孳生最有效方法

傳染病防治

有疑似症狀，前往高雄市懸掛「登革熱整合式醫療照護計

畫」紅布條的合約醫療院所就診，抽血後僅需30分鐘即

可得知快篩結果。

七分篩檢法：
食慾差(1分) 、有痰(2分)、胸痛(1分)

體重減輕(1分)、咳嗽兩週(2分) 

超過5分，請儘快就醫

自我檢測感染結核病



◦在辛苦為學生付出之餘，

◦也要重視自己的健康!

◦培育更傑出優秀的人才，

◦為社稷造福!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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