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輔導組



安定就學 生活輔導組

• 請導師於課堂上宣導事項

• 對保期間內學生必須到臺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簽約對保手續。

• 繳回申貸資料務必於學校規定時間以掛號信件或親自繳回學校。

• 已經到臺灣銀行完成就學貸款對保手續，但申貸資料未繳回學
校註冊”視同未申請”。

• 為了服務更多有需要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如果現在還想辦理
請於銀行最後對保期限前(106年2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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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理時間：106年2月2日至3月3日止。

• 辦理對象：105-2轉學生（需於原學校申請105學年度弱勢助學
審核通過者）及低收入戶住宿生。

弱勢

助學

• 申辦期限：106年2月13日(一)起至106年3月5日(日)止。

• 如未能於申辦期限內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者，請於下學期第二
階段申辦期限內再提出申請。

學雜費

減免



 Click to edit title style

• 請獲獎同學於開學後二周內【3月3日(五)】前，填具申
請書（請至學務處生輔組網頁→獎助學金→校內獎助
學金下載），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學務處生輔組
提出競賽獎勵金申請，或請老師自行登錄校務系統後
提出證明，以作為績效列計之依據。

學生參加

校外競賽獲獎

• 民國106年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選報名
及選填志願日期自106年3月13日8時至106年4月5日
17時止。

學生兵役
宣導

• 學生請假核准權責：一日以內，學生於請假系統完成
申請，由導師核准；逾五日（含假日）未簽核，系統
將通知系主任，屆時導師及系主任皆可核准；兩週內
皆未簽核者，系統將視為不同意。

學生請假

• 請導師注意是否有學生獎懲簽核。

• 本學期開始，學生獎懲案件如班級導師超過兩週未簽核，
系統將通知系主任，以免獎懲無法即時完成。

學生獎懲

安定就學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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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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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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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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飯店女模命案驗出3種以上毒品疑遭設局！2016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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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餵搖頭丸女大生摩鐵嗑藥亡 2015 03 31

女大生為愛休學吸毒又販毒 2016 06 16

租洗車場開毒趴 17男女被逮 2017 0120



大學生微信開「毒藥局」 落網時崩潰大哭

陳姓男大生在「微信」裡成立「雙北藥局」群組，成員超過200人，勢力
龐大。但群組裡看不到藥品名稱，反而都是「糖果」、「衣服」、「褲子」
等無厘頭的話語。警方經過長期蒐證，發現這些話語根本就是毒品代號。
「支援糖果」代表「要買毒品」、「衣服」就是搖頭丸、「褲子」是K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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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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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確認學生用藥之後，
與家長的溝通步驟建議如下

致電學生家長，並…….

1.詢問家長，學生近期在家中狀況及交友情形

2.告知家長，學生藥物濫用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或學生坦承

3.告知家長，學校目前已對學生安排那些輔導，並溝通需配

合事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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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告知家長，學生未來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及學校未來可能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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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春季班新生報到

序號 申請系別 國別 年級

1 視傳系 馬來西亞 三

2 經管所 越南 碩一

3 兒家系 馬來西亞 三

4 休觀系 韓國 三

5 經管所 美國 碩一

6 流通系 馬來西亞 一

僑生/外籍生

2.保險
(1)僑生傷病醫療保險(僑生)/團體醫療保險(外籍生)
(2)全民健康保險-凡在臺連續居住滿六個月之在學僑生及外籍

生，均依規定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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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讀

在校內外打工應依法申請工作許可證，請至僑外陸
生暨住宿服務組填寫申請表。

4.居留證

居留證有效日期前一個月內應至移民署辦理居留證
延長效期(包含延畢學生)，若逾期就必須要出境且將產生
罰款，若有需要學校代辦理居留證延期者，請於即日起
至2017/03/10前至學務處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辦理。

僑生/外籍生



僑外陸生業務宣導 陸生

1.工讀

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工作

2.保險

(1)學生平安保險之意外險

(2)團體醫療保險

生病或受傷時可以申請團體醫療保險理賠，理賠

內容含：門診、急診、病房及住院醫療



宿舍/賃居宣導

校安承辦人：柯富榮先生(分機2115)。

105學年第1學期校外賃居訪視費，原訂每一人次補助
應60元，惟限於預算額度，上學期每一人次補助額度
修正為42元，請各位導師諒解。

105學年度住宿後補申請，有住宿需求的學生，請於至
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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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講座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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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就業輔導暨實習委員會議 (暫定106.05.11)

校友雇主滿意度問卷

 100級畢業後5年、 102級畢業後3年、 104畢業後1年校友
滿意度問卷

(教育部校友滿意度問卷調查)-預定



職輔系列講座-9場
就業力職涯知能研習營-6場
• 對象：學生
• 報名：校園活動系統、公告
• 活動：講座、工作坊

職輔講座活動

因經費有限，本學期活動餐點僅供

完成線上系統報名之教師；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教師增能講座-4場(限額)
對象：教師
報名：公告
活動：講座、工作坊



職輔講座活動

1.即測即評及發證考試：

3月_烘焙、電腦軟體應用(丙)

5月_保母人員(單一級)

6月_烘焙食品、中式麵食加工、女裝、通訊技術

11月_烘焙、通訊技術、電腦軟體應用(丙)

2.校外實習：

(1)106.05.11(四)辦理105-2學生就業輔導暨實習委員會議(暫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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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輔導

各類心理測驗

資源教室

諮商中心輔導資源

班級輔導

身心適應評估、睡眠諮詢/每週四9:00-12:00

結合課程或班會時間進行心理健康宣導。主題：人際關
係溝通、生涯探索等，歡迎導師踴躍提出申請。

線上諮商預約系統

校務資訊系統>學務資訊管理>諮商預約

精神科醫師駐診

輔導/特教知能研習

精神科醫師駐診

線上諮商
預約系統

學生轉介

輔導/特教知能研習

學生轉介

各類心理測驗

小敝步：1.電話轉介 2.導師系統轉介 3.敘明轉介原因

歡迎導師預約「班級施測與解釋」

依據學生輔導需求辦理各項主題之研習課程



導師業務

★105-2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全程參與可認列導師輔知場次)/承辦人：子琪/2112

★ 105-2特教知能研習(全程參與可認列導師輔知場次)/承辦人：奕君/2121

～誠摯邀請全校導師踴躍參與～

日期 時間 主題

106.03.30(四) 12:00~14:00 用心來銷售-台灣首位視障房仲

106.04.17(一) 12:00~14:00 讀你-聽障老師如何讀出與特殊生相處之道

日期 時間 主題

106.2.17(五) 13:20-14:50 「親師生溝通─如何建立和諧師生關係」/L0105

106.2.17(五) 15:00-16:30 「新世代學生成癮性問題之探討與處遇」/L0105

106.3.08(三) 15:00-16:30 「擺渡人—專業之外，如何成為學生的心靈導師？」

106.3.15(三) 15:00-16:30 「諮商牌卡融入導師訪談學生之運用」





教職員健康檢查

●依據職安法規定，自103年度起人事室公告全面同步
進行教職員健康檢查，檢查項目及年齡規範依據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實施。

● 106年度校內健康檢查日期訂於106年3月7日(二)
上午8：30至12：00，設計大樓一樓 大理石廣場，
請空腹4至6小時。

●實施對象：40歲以上未滿65歲者(符合每3年檢查1次)
、年滿65歲以上者(符合每年檢查1次)。

●未依定完成者，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六條
規定，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醫師專長：

小兒心臟專科醫師暨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106.02.22(三) 13：00~17：00 『保肝之道~肝炎防治』

106.03.27(一) 13：30~17：00
巡視及訪視

實驗室工作現場

106.04.25(二) 13：30~17：00
『防疫一把罩~
淺談禽流感』

106.05.25(四) 13：30~17：00
『「腸」保健康~
預防腸癌保健』

106.06.23(五) 13：30~17：00 『PM2.5與健康』

106.07.26(三) 13：00~16：00
巡視及訪視

實驗室工作現場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到校服務





共83個社團

28

鼓勵參與社團，培養多元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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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參與社團，培養多元軟實力

樹德社團人103-105年連續3年

於「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學生自治組織評鑑」年年獲獎

共榮獲2特優、4優等、3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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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參與國際志工，培養國際移動力

年度 隊數
服務
人數

服務地點 執行單位

99 1 830 柬埔寨 課服組

100 2 1100 柬埔寨、馬來西亞 課服組

101 2 920 馬來西亞 課服組、兒家系

102 2 810 斯里蘭卡、馬來西亞 課服組、兒家系

103 3 1300 馬來西亞 課服組、兒家系、國兩處

104 4 3286 斯里蘭卡、馬來西亞、越南 課服組、兒家系、金融系

105 4 2155 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泰國 課服組、兒家系

合計 18隊次 10,401人次

暑期國際志工招募即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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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參與多元活動，培養巧實力

樹德大使
甄選

畢聯會&學生會
陶晶瑩名人講座

新生共識營
工作人員招募

暑期聯合服務
兒童營隊@STU

20週年校慶
環島服務

本學期起創新活動，需要各位老師支持！









資中心
105.12.19揭牌成立原

位於文薈館一樓



資中心
核心價值及任務原

(一)協助原住民族學生事務及資源的整合。

(二)協助原住民族學生生活照顧及輔導。

(三)提供原住民族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

(四)輔導原住民族學生組織社團及運作。

(五)提升原住民族學生文化陶冶與發展。

(六)適時給予原住民族學生心靈輔導及陪伴。

(七)推動並連結原住民族學生與原鄉部落的服務。

(八)培育原住民族學生自主學習及專長發揮。

(九)協助原住民族文化的教育推廣。

中心任務核心價值



資中心
精采2016競賽活動績效原

↠表演藝術系-舞炯恩‧加以法利得同學
參加「2017臺北市世界大學運動會主題曲徵選」

以「擁抱世界擁抱你」一曲 榮獲【全國第一名】
該曲將成為2017臺北市世界大學運動會主題曲！

舞炯恩‧加以法利得同學(中間)
照片來源-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網站

最北部落-烏來部落參訪
【原聚在今日】-原住民文化日

↠原勢力社團→參加「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榮獲【全國大專院校組第二名】

原住民族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原住民族迎新歡迎會】
【徐帆-我的音樂夢想】職涯講座



資中心
未來活動的推動原

（一）學生生活、課業及生涯輔導
原住民族學生座談大會、原住民族新生歡迎茶會、
原住民族學生生活輔導、原住民族名人講座、
全校原住民族學生與師長有約、原住民族學生課業輔導班、
原住民族學生休退學晤談及輔導...等

（二）原住民學生民族文化教育課程及活動
原住民族學生傳統文化體驗、原住民族學生返鄉服務、
原住民族學生部落田野調查、原住民族文化日、
友校原住民族資源中心交流參訪...等

（三）原住民學生就業輔導
原住民族學生職涯就業輔導、原住民族學生產業參訪、
原住民族校友職涯規畫講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