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保持社交距離

108-2 期末導師會議 學生事務長顏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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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分隔線選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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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防疫新生活運動

不分行業，重點就是保持室內1.5公尺以上、室

外1公尺以上的社交距離，若無法維持時，應戴

口罩，可運用隔板或採梅花座維持安全距離。

出入各類場所不分室內外，皆要量體溫，並採取

實名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的清消。

出門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或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請全程佩戴口罩。

做好手部衛生與咳嗽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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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清點及備妥防疫物資，如消毒物資、洗手相關

物品、口罩、額 (耳)溫槍等。

 加強宣導勤洗手、減少觸摸眼口鼻。

 保持環境通風、定期消毒。

 主動關心學生健康。

 宣導若出現類流感如發燒、頭痛、喉嚨痛、咳嗽、

嗅味覺問題等症狀，應儘速就醫，落實「生病不上

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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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宣導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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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級畢業祝福&遠端祝福傳遞活動
《畢業留言祝福活動》&《畢業花束傳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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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留下您想給畢業生的祝福，

讓學校幫您透過直播畫面傳遞

• 6/10(三)下午5:00截止

• 想送給今年畢業生一束花來代表

你深深的祝福嗎？

♥就讓課服組來幫忙吧 ♥

• 6/11(四)下午3:00截止

畢典官網

留言對象名稱請勿超過10字(含標點符號)

祝福語及留言人名稱等留言字數不能超過2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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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典當天】依系上安排擔任《撥穗教師》

• 撥穗教師：6月12日下午4:50-
5:00 到指定教室

• 教師任務：
• 陪伴畢業班進行各班場次畢典

• 依各系安排，擔任各畢業班撥
穗教師（每班多位），幫畢業
生撥穗

• 各班場地及撥穗教師名單：請
見畢典官網

畢典官網

【畢業典禮官網】熱情上線中，歡迎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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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學生要上網進行「導師之學生評量」：109.6.8(一)～
109.6.21(日)

• 期末考前完成「導生訪談」、「班會」或「活動」記錄上傳。

• 導師成績查詢：109.7.8(三)～109.7.14(二)。

• 109學年度上學期「期初導師會議」109.9.11(五)上午
9:00~12:00

各位導師們請注意

院長以及系主任請協助

• 導師工作服務評分：109.6.29(一)~109.7.2(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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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寫心得方式進行，字數1000字以上。【完成後可

認列2場次導師輔知研習】，題目如下：

一.在本校擔任導師迄今的看法及想法。

二.在本校擔任導師的體悟。

三.對於諮商中心多年來所辦理的活動，印象深刻的

有那些？

四.對於諮商中心未來辦理研習的意見及建議。

• 截止日期：端午節前(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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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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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導師，疫情期間大家辛苦了！

在這段充滿不安、焦慮、緊張的日

子裡，如果您想要對校內任何人表

達心意，簽到處有「萬用卡」，書

寫後投入「彎腰郵筒」，諮商中心

將幫您送達。

參與防疫的所有人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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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影響學生生活緊急紓困措施

即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擴大紓困

• 緊急紓困措施經費:

• 經學校評定學生家中經濟受疫情影響之輕重給予學生紓困

協助…..救急

• 紓困金額: 9000-18000，詳請老師提醒學生留意相關公告

•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 經學校評定學生家中經濟受疫情影響之學生

• 已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金
補貼」者，不得重複申請

• 補貼金額每月1200-1800，一次核發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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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學生安定就學助學金

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因疫情影響造成以下項目

申請項目 應繳文件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 事故證明影本或其它佐證資料

父母因長期生病無法工作者
診斷證明影本或健保局核定重大傷
病證明

父母失業及學生本人無力負擔
生活費

失業勞工認定證明

家境清寒，生活堪虞者
全戶家庭前一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清單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請於109年6月30日前繳回
一、申請表。
二、導師或主任導師晤談建議表。
三、證明文件。



第一顧問SHU-TE 12

【學務處高教勵學金】新增家庭突遭變故之身分申請

1. 首先得先取得相關身分，並繳交

申請資料，請參考相關公告。

2. 審核通過後，可申請各項勵學金

3. 學習項目詳則如

https://reurl.cc/vD7kQN

https://reurl.cc/vD7k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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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暑假住宿申請

• 第一階段申請時間： 109年6月03日(三)至109年6月19日(五)
下午4時截止!!

• 第二階段申請時間： 109年6月29日(一)至109年9月11日(五)
下午4時截止!!

• 住宿地點:文薈館

• 住宿期間：109年6月29日(一)至9月12日止(9/13舊生進住日)

• 9月11日續住生回原床位，非住宿生需於9月9日上午10點離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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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住宿宣導

學生如有住宿需求，可直接到住服組詢問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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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外陸生服務

居留證延期

• 暑假期間返回居住地的同學，

如需學校代辦理居留證延期，

請於109年5月25日起至109年6

月26日前，至僑外陸生暨住宿

服務組辦理。

逾期處置

• 外(僑)居留證逾期：逾期一個月

內可至居住地移民署服務站按

逾期日數繳交罰款 (約新台幣

2,000元至10,000元不等 )後重

新辦理，移民署得視情況裁定

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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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何時可入境台灣，需視國際疫情狀況及檢疫能量隨時檢討開放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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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根C1弱勢助學：
一.證照輔導班

二.弱勢助學金_完善弱勢學習輔導勵學金

1. 就業力養成勵學金

2. 證照輔導考照勵學金

3. 就業媒合勵學金

證照及技能檢定：

一. TQC+專業設計人才

二. 全國技術士 / 即測即評及發證試務作

業:辦理109 年度第 1 梯次全國技術士

技能檢定,術科共 483 人。在校生專案

技能檢定,術科共 10 人,辦理日期為

7/13,共 1 日。

因應疫情，校友餐會(暫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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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若有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證
照清單」。 (包含證照名稱、學生姓名、學號、指導老師)，整
批送至職發中心登錄，俾利登入教師輔導績效。

• 證照輔導班開課檢核事項：

1. 校務資訊系統公告週知(全校)。

2. 開課前至職發中心借用活動布條並拍照。

3. 請學生上網填寫問卷回饋。

4. 課程結束後2週內完成核銷作業。

5. 證照檢定成績公告後，須繳交課程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書內含：上課照片、電子檔、證照通過人數及清冊影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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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獎助 / 證照輔導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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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企業與系所專業課程需相關。

• 實習合約需檢附實習計畫。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系應有相關實習課程替代方案或

配套措施，以全力協助學生完成實習課程。

• 實習學生填寫自評問卷。

• 實習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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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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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書函辦理，畢業後一、三、五年「畢業生流向調查」
開始進行，預計八月起開放調查(尚未公告)，敬請協助調查。

• 1.調查方式：由請各系所委派教師帶領工讀生執行問卷調查。

• 2.問卷寄送：先由學務處職發中心發送第一次連結，第二次發
送或未收到信件者可由各系(所)發送。

• 調查說明：調查對象不包括境外學生（例如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
國立空中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軍警校院、學校附設進修學院、附設
專校、境外專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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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動向調查

調查 調查級數 學號開頭 調查單位

畢業後五年 103 11-- 外包單位
(全鋒)畢業後三年 105 13--

畢業後一年 107 15-- 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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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處理違反性別平教育法
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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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一所護理專科學校女同學，
2017年9月間用LINE跟杜姓女
導師反映，旁邊的「男同學一
直抓下面，很噁心」，杜女得
知後自行判定「沒接觸」不算
性騷擾，也未依《性別平等法》
規定在24小時內通報，遭教育
部裁罰 3萬元，杜女不服提行政
訴訟抗罰，但台北地院認為，
校方性平會調查認定全案為性
騷擾事件，教育部裁罰無誤，
判杜女敗訴。2020年5月1日新聞。

• 疑似校園性平事件務必24小時
內通報至性平會或校安中心通
報教育部

罰3-15萬元/每人

•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
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向學校及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第一項 最重要/非常多先例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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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提出校園性平事件正確證據的義務

• 提出校園性平事件正確證據
的義務

罰3-15萬元

•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 聯大女學生在校廁疑被偷拍遭導師
刪照還要求原諒

• 苗栗警察分局受理一件大學校園廁
所女學生疑遭偷拍案報案，初步調
查女學生5月14日當場捉到偷拍的
男大學生，但班導師已將照片刪除，
並要求女生原諒。聯大的大一男學
生躲在系上女廁，疑似偷拍同班女
同學如廁，當場被逮，而女性班導
師到場後，竟叫偷拍者將手機內相
關照片刪除，並稱沒有拍到人，希
望被害人能原諒，否則男學生「以
後不能在班上立足」、「出去沒辦
法做人」，讓被害人哭著走出系館。
2020.05.18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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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台大考題事件》

• 招生及就學許可千萬不可差別待遇

• 對於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不可差別待遇。

• 對於性別弱勢需積極提供協助

罰1-10萬元
• 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

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且並無基於歷史傳統、特
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理由，而經
該管主管機關核准之情形。

• 學校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
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
差別待遇，且並無性質上僅適合特定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者之情形。
學校未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
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助，以改善其處境。

 台大考題違性平遭罰3萬興訟
抗罰敗訴確定 2020-02-02

 台灣大學機械系105年3月甄選
筆試題目，筆試題目中「生存
的自然中有許多自然的律，例
如家庭是由一男一女、一夫一
妻組成，這是社會與家庭的律，
而工程師的工程創新不能違反
自然的律」，以「工程師的社
會責任」為題，闡述一件工程
師應盡的社會責任，以及此社
會責任依據的律。

 遭教育部以違反性平法裁罰新
台幣3萬元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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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須積極協助懷孕學生

• 通報性平會或導師系統即可
由學校協助整合提供協助

無積極協助罰1-10萬元

• 學校未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

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 疑似行為人請務必配合性平
會調查

罰1-5萬元(可累罰)

•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

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行為人無正

當理由拒絕配合，或拒絕提供相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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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配合調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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