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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學務處) 
 

月 

份 

週 

次 

星          期 
重     要     行     事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月 

預

備 
    1 2 3 

7/1-9/14 學雜費減免申辦 
8/1-9/2臺銀辦理尌學貸款 
8/22-9/30弱勢助學金申請(共同助 
    學金) 
9/1諮輔委員會議/特教推行委員會 
    議 
9/1宿舍環境消毒作業 
9/6-9/7新生入住服務 
9/6新生班導師新生普測說明會 
9/6原住民族資源中心期初督導會議 
9/7資源教室導師期初會議 
9/7導師知能研習暨學務工作報告 
9/8舉辦全校教職員工宣導共同推動 
    愛滋病防治宣導簽名大會 
9/8資源教室親師生座談會 
9/8~9/9新生始業輔導 
9/10-9/11舊生入住服務 
9/12-9/16宿舍床位調整作業 
9/12-9/16工讀晚歸學生調查 
9/12防震防災演練 
9/12-9/26低收入戶學產獎助學金申 
     請 
9/12-9/30原住民獎助學金申請 
9/13中秋迎新烤肉 
9/13輔導股長幹部訓練。 
9/14義輔老師期初說明會。 
9/14幹部訓練 
9/15職涯導師期初會議 
9/19健康宿舍競賽活動開始 
9/19大一新生班級憂鬱量表施測統 
     計 
9/21新生座談會 
9/21轉復學生座談會 
9/21原住民族族語課程教學 
9/21期初社務大會 
9/22全校 UCAN施測開始 
9/23-9/24社團聯合幹部訓練 
9/23舉辦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種子 
     學員培訓(暫定) 
9/24資源教室假日班學生期初會議 

 4 5 6 7 8 9 10 

一 11 12 13 14 15 16 17 

二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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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9/30宿舍服務時數預約及編排 
9/26感恩教師節活動(暫訂) 
9/26-9/30宿舍服務時數預約及編排 
9/27舉辦健促運動講座 
9/27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一) 
9/28資源教室日間部學生期初會議 
9/28資源教室慶生會(7~9月) 
9/28資源教室進修部學生期初會議 
9/28宿舍夜間逃生演練 
9/28-9/29舉辦捐血活動 
9/28社團聯合招生 
9/30自我探索主題系列影展(一) 
9/30教育部健促計畫期中報告 
9/30特殊疾病學生入學資料蒐集 
9/30製作登革熱、餐飲、醫療統計 
    月報表 
 

三 25 26 27 28 29 30 
十月1 

十 

 

月 

四 2 3 4 5 6 7 8 

10/1資源教室假日班學生期初會議 

10/3-10/21舉辦愛滋病防治大使影 

     片徵選活動 

10/3-10/14住宿費繳費狀況查核及 

     催繳 

10/3學生與成功有約講座(一) 

10/5賃居服務隊期初訓練 

10/5 105學年度申訴委員說明會 

10/5資源教室協助同學期初督導 

     會議 

10/5轉復學生適應性團體(一) 

10/7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二) 

10/7餐廳 APP熱量看板完成(三宿)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4 

 

        

10/11減免住宿費人員簽核 

10/12議事規則研習會 

10/12資源教室自我探索。 

10/12自殺防治守門人教師培訓兩場 

10/12宿舍自治會會員大會 

10/12菸害防治講座(一) 

10/12-10/14舉辦新生體檢 

10/17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三) 

10/18性別帄等影展(一) 

10/18身心科醫師健康諮詢(一) 

10/19資源教室導師期中督導會議 

10/19轉復學生適應性團體(二) 

10/19宿舍樓長大會 

10/19領導培訓營 

10/19智慧財產權宣導晚會(暫訂) 

10/20懷孕議題(學生場)-性侵害 

10/20教師職涯輔導工作坊 

10/21性別帄等影展(二) 

10/24[原住民週]原住民職涯發展 

      講座 

10/25生命教育主題專題演講(學生 

      場) 

10/25生命教育主題工作坊(教師場) 

10/26資源教室自我探索 

10/26[原住民週]原住民傑出校友分 

     享座談會 

10/26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教 

10/26菸害防治講座(二) 

10/27新生班代表與高苑有約座談會 

     (暫訂) 

10/28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四) 

10/28製作登革熱、餐飲、醫療統計 

     月報表 

10/30教育部學保經費申請(整合日 

      間部及進修部學保人數) 

 

 

五 9 10 11 12 13 14 15 

六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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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八 30 31 十一月1 2 3 4 5 

11/1準備餐飲衛生評鑑 
11/2宿舍消防體驗營 
11/2原住民族資源中心期末督導 
     會議 
11/7學生與成功有約講座(二) 
11/8身心科醫師健康諮詢(二) 
11/9轉復學生適應性團體(三) 
11/10自我探索工作坊(一) 
11/12資源教室期中出遊 
11/15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五) 
11/16宿舍自治會社員大會 
11/16資源教室畢業職涯介紹 
11/16資源教室慶生會(10月~12月) 
11/16班級代表與高苑有約座談會 
     (暫訂) 
11/16期中社務大會 
11/17自殺防治守門人學生培訓兩場 
11/18發放各班新生體檢資料 
11/22自我探索工作坊(二) 
11/23教師職涯增能講座 
11/23資源教室自我探索-巧克力杯 
      子蛋糕 
11/23宿舍室長大會 
11/24自我探索主題系列影展(二) 
11/28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六) 
11/28-12/02畢業班碩/學士個人拍 
      照 
11/29身心科醫師健康諮詢(三) 
11/30健促及愛滋病防治計畫期末 
      報告準備 
11/30製作登革熱、餐飲、醫療統計 
     月報表 
11/30新生盃 Running Man校園闖關 
     活動(暫訂) 
 

九 6 7 8 9 10 11 12 

十 13 14 15 16 17 18 19 

十

一 
20 21 22 23 24 25 26 

十 

二 

 

月 

十

二 
27 28 29 30 十二月1 2 3 

12/1針對體檢異常特殊個案學生做 

     衛生教育輔導 

12/1日間部拍團體畢業照(暫訂) 

12/5-12/30賃居處所缺失複查 

12/7宿舍樓長大會 

12/7校內社團評鑑 

12/7資源教室導師期末會議 

12/7日間部轉系生職涯輔導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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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進修部轉系生職涯輔導施測 

12/10視障班期末聚餐 

12/12人際關係主題講座 

12/14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教 

12/14資源教室日間部學生期末聚餐 

12/14資源教室協助同學期末督導會 

      議 

12/14資源教室歌唱大賽 

12/14 日間部轉系生職涯輔導解測 

      說明 

12/14進修部轉系生職涯輔導解測 

      說明 

12/15期末社務大會 

12/19~12/30全校教學評量 

12/19-12/23住宿生續住調查及床位 

      編排 

12/20身心科醫師健康諮詢(四)。 

12/21聖誕嘉年華(暫訂) 

12/22宿舍聖誕節(冬至)活動 

12/26-12/30健康宿舍評分結算 

12/28賃居生座談會 

12/28-12/29舉辦捐血活動 

12/29賃居服務隊期末檢討會 

12/30餐廳評鑑資料整合 

12/30 製作登革熱、餐飲、醫療統計

月報表 

        

        

十

三 
4 5 6 7 8 9 10 

十

四 
11 12 13 14 15 16 17 

十

五 
18 19 20 21 22 23 24 

十

六 
25 26 27 28 29 30 31 

        

        

        

 一 

 月 

十

七 
一月1 2 3 4 5 6 7 

1/3賃居股長期末座談會 

1/4宿舍樓長大會 

1/5宿舍自治會會員大會 

1/9準備 105學年度教職員體檢招標 

1/10日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 

1/13-1/15宿舍離宿作業 

1/20準備 106學年學生團體保險 

    招標事宜 
十

八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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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15 16 17 18 19 20 21 

1/26製作登革熱、餐飲、醫療統計 

    月報表 

 22 23 24 25 26 27 28 

   
  表示假日    
  
＊有 異 動 將 隨 時 更 新 【請看網路】＊ 

（放假日僅供參考，請依人事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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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導師知能研習活動 

     專題講座「性別與學生事務」 

【演講者個人學經歷】 

 
 

  

 連絡電話〆07-312-1101 ext.2204 #865 

 電子信箱〆yhc@kmu.edu.tw 

 專長領域〆性別教育、性教育、情感教育、女性主義教育學、 

           青少年的性、課程與教學、質性研究 

 

學歷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博士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研究所 碩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研究所 教授【現職】 

 樹德科技大學 人類性學研究所 教授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楠梓加工出口區性別工作帄等會」委員【現任】 

楊幸真 教授 

 

Hsing Chen Yang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研究所 教授 

mailto:yhc@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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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議題輔導群諮詢委員【2012.08.01~迄今】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04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學

教學品質計畫—性別帄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諮詢委員【現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第 12 屆性騷擾申訴評議

委員會委員（2012.07.01~2013.06.3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2012.08.01~迄今） 

 101 學年度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性別帄等教育

議題輔導群諮詢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第十六屆理事 

 台灣女性學學會第十五屆理事 

 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高雄縣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屏東縣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台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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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學生事務：

一兼二顧的省力策略

楊幸真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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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指導組】報告事項      105.09.07  

                                

一、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若貴班仍有欲申請而未繳交相關

資料之學生，煩請提醒同學務必於 105年 9月 14日前，填妥減免申請表暨

切結書(線上申請)網址 http://ccweb.kyu.edu.tw/stud_reduce，並檢具

相關證件於申辦期限內逕至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詳細辦理時程與程序，

已公告於本校最新消息，若有相關減免學雜費問題，請洽課指組謝先生。 

二、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尌學貸款申請，煩請同學務必於 105 年 9 月 14 日

前將銀行對保尌學貸款申請暨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註冊繳費

單第二聯，繳回課外活動指導組以完成註冊程序，詳細辦理時程，已公告

於本校最新消息，若有相關尌學貸款問題，請洽課指組林小姐。 

三、 105 學年度共同助學金(大專弱勢助學)於 105 年 8 月 22 日至 10 月 14

日申請，請導師提醒學生上網填寫申請表並繳交三個月內戶籍膳本(需加註

記欄)，於期限內將資料繳交至課外活動組，本助學金需經財政部與教育部

審核通過後，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直接扣除，逾期或休學以棄權論。 

申請條件 說明 

家庭所得 
家庭年所得在70萬元以下。（計算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

人々已婚學生加計其配偶） 

利息所得 家庭利息所得合計在2萬元以下。 

不動產價值 家庭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在650萬元以下。 

學業成績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帄均60分以上。（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四、 依據本校勞作教育實施辦法，凡本校日間部大學部入學新生，每人均頇

參加勞作教育，且為必修兩學期 0學分，每學期 18小時，修習時間分為兩

學期實施，且於畢業前修習完成，其考核方式為該學期服務頇滿 18小時方

為及格，不滿 18小時為不及格，不及格重修生需於加退選時，加選一年級

勞作教育課程，因此，請導師務必提醒未完成學生加選一年級勞作教育課

程々另勞作教育卡將於新生訓練時發放，若有未拿到勞作教育卡之班級，

煩請新生班導師協助指派學生於 105年 9月 30日前至課指組領取。 

五、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聯合招生活動預定 105 年 9 月 28 日(三)上午

11時至下午 2時假第三宿舍前廣場及中央大道舉行，煩請老師多鼓勵學生

參與各項社團活動，也歡迎師長蒞臨現場指導。 

六、 本校自 102 學年度起實施內控制度，煩請老師提醒學生若日後舉辦校

內、外活動及班聚、班遊、畢旅與系上活動者，煩請務必於 10個工作天前

提出活動申請，活動結束後 14天內(含假日)完成核銷，避免遭內控小組列

為重大缺失。 

 

http://ccweb.kyu.edu.tw/stud_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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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報告事項 
生輔組 

一、105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日時程表〆 

高苑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日時程表 

105年 9月 12日  星期一 

節數 時間 參加人員 活動時間 實施內容 地點 

一 

、 

二 

08:15 

︱ 

10:05 

全校學生 導師時間 
實施各項安全宣導及

班級公約之律訂 

各班教室（請導師

實施點名） 

三 

10:15 

︱ 

11:05 

全校學生 照表上課 
依各班級表訂課表實

施 

各班教室（請任課

教師實施點名） 

三 

11:05 

︱ 

11:15 

全校學生 
防震防災

疏散演練 

統一發佈地震演練廣

播由各班導師指導同

學往最近樓梯疏散々

至疏散位置點名後解

散。 

由教室至指定位置

集合（詳如附表 1） 

四 

︱ 

八 

11:15 

︱ 

16:35 

全校學生 照表上課 
依各班級表訂課表實

施 

各班教室（請任課

教師實施點名） 

105 年 9 月 12 日 11〆05 時實施全校學生校園安全防震防災疏散演練

( 11〆05統一發佈防震防災疏散演練廣播，請各班導師指導同學由最近樓

梯疏散，至指定位置點名)。藉模擬實作強化全校師生校園防災、自救救人

與應變能力，養成學生在地震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如何在地震發生

時保護自己，以做好全面防震準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一）實施時間〆 

105年 9月 12日（星期一）11〆05時，參與人員〆全校教職員生 

（參與演練師生以當日到校上課實際情形而訂）。 

（二）演練重點〆實施 1分鐘演練地震避難掩護動作，抗震保安  感動 

    123   1蹲下   2掩護    3穩住 

（三）1分鐘後由任課老師引導疏散至安全地點，並完成人員清查及安 

   全回報。 

1、教學大樓、行政大樓、資訊大樓、土木大樓上課班級〆至操場集 

   合。 

2、視聽大樓、機電大樓〆至中央大道集合。 

3、化生大樓〆至化生大樓與機電大樓旁集合。 

         4、未列入表內班級，請尌近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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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學年度第 1學期新任班級幹部講習訂於 105年 9月 14日（星期三） 

    下午第 5節實施，並於當日下午第 6節實施友善校園週宣導活動。 

 

 

三、105學年度第 1學期轉復學生輔導座談會，訂於 105年 9月 21日星期三 

    中午 12時舉行，對象〆本學期所有轉復學生，請導師出席並通知班上轉復 

    學生參加，地點〆行政大樓(行 103演講廳)。 

高苑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日時程表 

105年 9月 21日  星期三 

節數 時間 參加人員 活動時間 實施內容 地點 

中午 

12:00 

︱ 

13:00 

轉學生 

復學生 

期初轉復

學生輔導

座談會 

實施轉復學生座談會 

行政大樓 

教學演講廳 

（行 103教室） 

 

四、本學期南岡山捷運站及路竹火車站接駁車班表已公布於學校網頁，請利用 

    時間宣導班上同學知悉並自行上網查詢參考運用。 

五、生輔組針對曠課達 15節以上的同學，導師撰寫學生生活輔導與協助訪談 

    表，從上學期開始已取消紙本填寫，改採線上登錄填報方式進行，以落實 

    行政 E化作業，登錄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如下〆 

    1.高苑首頁→單一登錄系統→學務系統→班導師資訊網→學務管理→ 

      輔導訪談表→登錄帳號密碼→進入填報作業填寫→按送出→關閉 

2.學生曠課達 15節以上，生輔組會立即發送訊息請導師上系統填報學生生 

  活輔導與協助訪談々 學生曠課累計達 30節以上生輔組會再發送第 2次填 

  報訊息々學生曠課累計達 60節以上生輔組會再發送第 3次填報訊息々 

  學生曠課累計達 90節以上生輔組會再發送第 4次填報訊息，以此類推。 

3.請老師接獲填報訊息後，撥冗與該生進行約談與生活協助，務必於一星 

高苑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日時程表 

105年 9月 14日  星期三 

節數 時間 參加人員 活動時間 實施內容 地點 

五 

13:00 

︱ 

13:50 

各班級自治

幹部 

自治幹部

講習 

自治幹部工作職

掌講習 

各場地（詳如附表

2） 

六 

13:55 

︱ 

14:45 

輔導、衛生

股長（四技

一、二年級） 

友善校園

週宣導 

紫錐花運動 ---

拒菸反毒宣導 

生化大樓視聽教室

（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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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上系統填報，未如期完成填報的導師生輔組將寄發稽催通知。 

4.學生生活輔導與協助訪談填報狀況，列入期末導師評量考核績效，請導 

  師務必確實填報並配合。 

六、奉本校 103學年度校安會議校長指示〆為達成無菸校園目標，拒絕二手、

三手菸污染，請全校教職員工一起投入校園菸害防制工作，共同維護校園

空氣品質。以下作法請大家共同努力。本校吸菸區(機電大樓後方靠圍牆

處、三宿餐廳後方靠圍牆處、土木大樓超商後方靠圍牆處、行政大樓後靠

操場邊) 

（一）見同學於非吸菸區吸菸，應本師長職責予以善意規勸，並請學生至吸 

      菸區吸菸。 

（二）各系(所)及行政辦公處、室責任區，均為所屬成員責任區，對於責任

區內有違反校園吸菸規定之學生，均負有規勸之責，以期達成無菸校

園之願景。 

七、104年 6月 17日校園安全檢討會會議，通過為邁向「無菸校園」目標，即

日起將「二宿學生活動中心旁」吸菸區裁徹，若有需要請至三宿後方圍牆

邊吸菸區，違者依校規及菸害防制法裁罰，請全校教職員工生遵守。本校

吸菸區由原先五個區域，更改為四個區域，裁撤三宿美食街旁吸菸區，

請導師務必向學生於上課期間宣導說明。另，軍訓室配合路竹區衛生所不

定期至校取締違規吸菸。 

八、本學期特定人員審查會議，已於 9月 5日上午 10時假教 304召開完畢， 

    如導師於開學後發現學生異常（嗜睡叫不醒、鼻口有白色粉末等），可向系 

    教官反映，以協助檢視學生是否需要尿篩（召開臨時特定人員審查會議）， 

    轉學生亦同。 

九、交通安全宣導〆 

（一）請各位導師利用學期第 1週授課時間，對學生加強宣導本校周邊道路 

      路況及交通安全之重要性，提醒儘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如本校捷運 

      接駁公車、區間車轉乘)，減少騎乘機車到校。 

（二）針對利用機車(含自行車)到校者，加強宣導同學應遵守交通安全規 

      則，如〆不無照駕駛、不超速蛇行、不任意超車、不闖紅燈，騎乘機 

      車頇戴安全帽，不卸除後照鏡等。 

（三）對於學校週邊路況較不熟悉學生，考量學生代步工具多以機車為主， 

      出遊前請預先規劃中途停等點及出遊目標，請導師加強宣導，以維學 

      生安全。 

十、依兵役法 48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條規定，役男出國需提出申請，本

校配合辦理作業，請各單位有學生申請出國（推薦交換學生），請於 30 日

前備妥相關文件，至生輔組辦理作業，請提出申請單位務必注意時效，以

避免影響當事人權益。 

舉例說明〆 

    (一)各處室及學院系所，推薦學生為大四或碩二學生，請注意返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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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需是在學緩徵年限內（6月 30日），如返國時間超過在學緩徵年限， 

         一來出入境管理局會不准出境，二來內政部役政署也會不准，三來學 

         校會觸法，因此請各處室及學院系所，在推薦學生出國時要特別注意。 

（二）學生出境不論是比賽、觀光、旅遊等，請學生一定要確認有沒有辦 

      理緩徵，因為有學生沒有向生輔組登記辦理緩徵，導致出國旅遊被 

      卡關在出境，因為緩徵沒辦，經查是學生沒有向生輔組登記辦理緩 

      徵々生輔組每學期都會辦理緩徵，也會調查全校學生有無需要補辦 

     （轉復學生），如果學生大意尌會忘記辦理，因此學生在出國前可先 

      至生輔組確認，以利行程順利愉快。 

十一、申辦機車停車證者，請導師督促同學向班代登記，並填寫機車車證申請 

      表(所需資料〆行、駕照、申請車輛保險卡【影本】)，並繳交費用 250 

      元(每學期)，統一收齊後至生輔組辦理々提醒學校門禁管制從開學日至 

      9月 25日，將查驗車證始可進入校園，9月 26日起未辦車證者不得進入 

      校園，違規者記過處分。 

十二、轉學生及舊生（一、二、三、四年級）申請辦理緩徵等兵役事項，請導

師協助於導師時間及課餘提醒學生至生輔組申請，以利後續辦理緩徵及

儘後召集。（申請表可自行上網下載或至生輔組索取） 

十三、105年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頇知（如附表 3）說明

如下〆 

(一)受理對象〆凡 83 年次以後役男於本(105)年尌讀大學一年級或五專三

年級者。 

(二)受理時間〆自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 105年 11月 15日止。 

(三)受理單位〆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 

(四)應備文件〆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國外、香港、澳門或大陸

地區證件頇經驗證)、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 

十四、105學年度新生始業式，訂於 9月 8、9日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舉行，另 

      新生輔導員講習已於 9月 6日下午 13時假綜 101教室舉行完畢，各新生 

      班導師如需要與輔導員連絡者，請洽生輔組程書勤教官（分機 1300）。 

十五、105學年度新生始業式，與「機車防禦駕駛校園巡迴推廣中心」合作，

辦理機車防禦駕駛講座，邀請該中心講師蒞校巡迴講演，宣導用車安全

及防禦駕駛觀念及技巧，讓新生在成為新手駕駛時，已具備預測危險、

遠離危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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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高苑科技大學 105學度第 1學期學生自治幹部講習課程配當表 
時間〆105年 9月 14日 13:00至 13:50時 

級   職 姓  名 授課內容 時   間 授課地點 

學 務 長 

軍訓室主任 

生輔組長 

顏幸苑 

呂道成 

陳正忠 

班代、副班代的職責與義務 

本學期學生事務說明 

13:00 

至 

13:50 

行政大樓 

教學演講廳 

（行 103） 

課務組長 

教官 

徐金全 

黃一哲 

學藝股長的職責與義務 

教務工作概況簡介 

機電大樓 

階梯教室 

（機 B06） 

課外組長 

體育室主任 

王郁婷 

金明央 

康樂股長的職責與義務 

學期體育、康樂活動簡介 

教學大樓 

階梯教室 

（教 111） 

事務組長 

校安輔導員 

王明立 

易旭然 
總務股長的職責與義務 

教育館演講廳 

圖 B05 

衛保組員 

校安輔導員 

江郁君 

趙振華 

衛生股長的職責與義務 

資源回收做法與保健工作 

生化大樓 

階梯教室 

（化 108） 

諮商中心主

任 

校安輔導員 

鄭淑芬 

羅憲鵬 
輔導股長的職責與義務 

視廳大樓 

視 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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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組長 

舍監 

侯振瀚 

李超群 
賃居股長的職責與義務 

第二宿舍 1F 

綜合階梯教室 

生輔組長 

教官 

陳正忠 

張友任 

交通糾察、指揮之要領與演

練交通糾察之職責 

開學日放

學後時間

訓 練 

大      門 

集  合  場 

備    考 現場教室請教官預先準備及負責幹部簽到點名與秩序維持 

一、開學當日請各班導師提醒班級自治幹部按時參加講習。 

二、講習前各相關行政單位請先至生輔組領取〆 

㈠講習會場海報 

㈡幹部簽名單 

㈢幹部職掌 

※當日會後請將海報及簽名單繳回生輔組。 

三、未參加講習的幹部如於當週內找所屬單位補講習，請發一張該幹部職掌單，並 

請該所屬單位主管於幹部職掌單空白處簽章，以視該幹部講習完成，幹部拿已 

簽章的職掌單至生輔組登錄完成講習記錄。 

※未參加講習者一律以無故不參加重大集會校規辦理。 

 

 

【附表 3】 

105 年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頇知 

                                                   

83 年次以後在學役男，即將尌讀國內、國外、香港、澳門或大陸

地區大專校院大學第一學年或五專第三學年，且有意願申請於 106 年

及 107年暑假期間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請詳閱下列說明〆 

一、依徵兵規則第 26 條規定略以，役男應連續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第一階段入伍訓練及第二階段專長訓練，各為期 8 週，

合計 4個月）。但尌讀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得依其志願，於尌讀

大學第一學年或五專第三學年當年 11 月 15日前向戶籍地鄉

（鎮、市、區）公所申請，於大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或五專第

三學年、第四學年暑假，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二、符合以上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條件，且經考量訓練時間

許可而有意願者，可於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 105 年 11

月 15 日前，準備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國外、香港、

澳門或大陸地區頇經驗證)、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

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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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除接受兵籍調查外，將由兵

役單位接續安排徵兵檢查、抽籤及徵集作業。 

四、已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在未接獲徵集令前，如確有事

故者，可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切結放棄原申

請案，於緩徵原因消滅後，再行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五、已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於接獲徵集令後，頇符合「應

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原因者(可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業務資訊-役政法規-徵兵規則附件

「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查詢)，始得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辦延期徵集々未經

核准延期徵集者，仍應依徵集令指定時間、地點入營，無故未入

營者，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移送法辦。  

以上申辦事項，如尚有疑義，請逕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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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業務】報告事項 

 

一、 請導師持續以 FaceBook 或 Line關懷學生(與學生建立良好溝 

      通橋樑)。 

 

二、  班會記錄簿 E 化上網登錄路徑，請新手導師務必詳細閱讀， 

      以免操作 

  錯誤，請詳見  (附件三)。 

 

三、  為提升導師知能，蒐集了關於情緒管理、時間管理、正面思考、

性帄教育等相關題材之文獻，請導師利用班會加強宣導並與學

生建立互動。 

  請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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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紀錄簿】E化上網登錄路徑          附件三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33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34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35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36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37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38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39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40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41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42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43 

 

【情緒管理、時間管理、正面思考、生命教育】 
附件四 

情緒管理 

不是我的錯，卻要我背後果〈有效排解委屈情緒的速效法 

2016-05-30 19:00 整理〄編輯 楊修圖片來源〆Camdiluv via flickr, CC Lisenced 

 

@@ 心委屈了，有苦卻說不出來，你也有過吧〇  

你與另一半約好下班後替他慶祝生日，想不到拿起包包準備走人時，老闆

卻把你留下來討論公事，無法推開。好不容易離開了辦公室，尖峰時刻的路上

塞車不已，再急也無法可施。    

 總算到了餐廳，已經遲了快一個小時。面對另一半的難看臉色，你急忙

解釋，他卻不想理解的別過頭去，冷冷說道〆「遲到尌是遲到，沒什麼好說的。」 

頓時，一陣無奈和遭罪感襲來。你不是故意的，即使說出苦衷也沒用，只

能被錯怪。相似的情境我們都不陌生，那些心裡的不舒服，正是委屈。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amdiluv/4441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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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法改變他人的錯怪，但可以想辦法讓自己放下 

人為什麼會委屈〇通常是因為自己沒有受到公帄的對待、應有的權利受

損、覺得被別人虧待、沒得到該有的重視，甚至被誤解卻無從辯解、難以澄清。 

這時候往往像是被打了一記悶棍，傷在裡面吐不出來，長久下來積鬱成疾。

這時候應該覺得更委屈了，明明是別人的問題怎麼會是我承受後果〇 

沒辦法改變別人對你的錯怪，也不要緊，自己行得正、無愧於自己尌好了。

心中還有怨氣，想辦法化解，別讓負面情緒影響你的心情了。 

@@ 「簡快身心積極療法」中的「接受批評法」 

可以快速有效改善在日常生活中，因為他人的批評或貶抑所帶來的委屈情

緒，而且易上手。操作時，可以自己進行，也可以由他人引導下進行，操

作步驟如下〆 

Step 1. 

回憶曾被人批評而感到委屈（或其他負面情緒）的情景，想像批評者尌在自

己的眼前，同時想像自己的腳邊有一個垃圾桶。 

Step 2. 

在腦海中，將受到批評的過程重演一遍。每當批評者對自己說一句話後尌停

頓一下，想一想這句話對自己是否有幫助。 

如果有幫助，想像這句話像光一樣地飛過來，進入自己的心裡々若沒有幫助，

則想像那句話像光一樣地直接飛進垃圾桶裡。 

Step 3. 

以這種方式逐句檢查，直到整個受批評的過程結束為止。如果被批評的事件

發生太久，記不清批評者對自己確切說了什麼，只要想像批評者說出來的話，

如光一般地飛向自己，而且在自己的面前自動地分離出兩條路線。對自己的有

幫助的飛向心中，沒有幫助的飛進垃圾桶裡。 

Step 4. 

完成後，感受一下自己的內心是否感覺到較為輕鬆舒服。同時對著批評者說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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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有幫助的，我已經留在我心裡，讓我獲得更好的成長。為此我對你表

示感謝。對我沒幫助的，我已經放下，讓我得以活得更加輕鬆自在。」 

接受批評法對於近期發生的不論強烈或輕微的委屈經驗，都有相當好的處理

效果。而來自早年未被善待的委屈感受，也能夠有效的緩解其委屈情緒的強度。

這個技巧的效果來自於三個重要成分〆「接受」「理解」「重新選擇」。 

「接受」，是覺察與承認這份情緒的存在。 

「理解」，則是透過停下來重新分析每一句批評的話語中，對自己有幫助與無

幫助的部分，因而對他人的批評有了新的觀點。 

「重新選擇」，則是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導權，選擇只將有幫助的部分留在心中，

獲得學習與成長，沒幫助的部分，尌讓它隨風而逝吧〈 

 

資料參考〆《此人進廠維修中！：為心靈放個小假，安頓複雜的情緒》，究竟出版。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bnext/products/0010716098?utm_source=bnext&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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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教育~ 同樣是賭上生命，不如做自己喜歡的事 

 洪懿妍 Web only 2015-07 圖片來源〆stocksnap.io/photo/PNF27F144F 

 
   我有時覺得，成績最好的孩子，反而最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如果你考得上

醫學院，父母和老師幾乎不會放過你，任由你選填自己喜歡，但看似比較沒前

途的科系。 

    這是我聽過一個很悲傷的故事，一位醫師說給我聽的。大約 10多年前，有

一位醫學系畢業的高材生，考上醫師執照後，回到他出生的小鎮開設診所，開

始執業。當年，他考上知名大學的醫學系，是鎮上的第一人，在小地方上造成

轟動，也讓父母臉上無限光采。 

   當他聽從父親的話，回到家鄉開診所時，父親比他還興奮，不但拿出積蓄協

助他開業，還積極發落所有事情。 

   診所開業那天，父親大開宴席，慶祝兒子終於當上人人稱羨的醫生，也不枉

他從小到大的栽培。然而，尌在父母忙上忙下招呼客人，賓客準備入席之際，

大家才發現，怎麼從頭到尾都沒看到男主角，這位準醫師〇 

   父親派人到家裡去找他，進到房間卻看到怵目驚心的一幕，這位年輕醫師竟

然上吊自殺了。自殺前，留下了一封遺書。 

   他在信中絕望地寫著，他從小尌怕看到血。只是，迫於父親的壓力，選擇進

了醫學院，也順利取得醫師資格。然而，想到未來一輩子都要當醫生，終生脫

離不了這個讓他害怕的環境，尌覺得人生已提前走到盡頭。 

http://www.cheers.com.tw/search/doSearch.action?key=%E6%B4%AA%E6%87%BF%E5%A6%8D&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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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當時聽了這個故事，瞪大眼睛不可置信，一份工作都還沒開始，竟然

尌讓這位年輕人產生這麼大的恐懼，甚至絕望到輕生。雖然故事發生在多年前，

但現在聽起來感覺還是好熟悉。如果發生在現在，也許情節不致於這麼激烈，

但肯定還是有很多人跟這位年輕人一樣，敵不過父母的期望或現實的價值觀，

而抑鬱做著自己不喜歡、沒熱情的工作。 

   我曾經採訪過一位大學校長，他也感歎，很多學生進醫學院只是因為功課

好，有考上醫學院的實力，因此自然而然選擇了這條台灣父母最希望孩子走的

一條路。但他也看得出來，這些孩子並不快樂，有些甚至還有憂鬱傾向。「也

許，不當醫生他們會快樂一點。那麼優秀的孩子，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定也會

成功的，」這位校長說。 

   我有時覺得，成績最好的孩子，反而最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如果你考得上

醫學院，父母和老師幾乎不會放過你，任由你選填自己喜歡，但看似比較沒前

途的科系。 

   如果你考得上律師、會計師、土木工程師，照著一條筆直的路走，似乎也是

最符合父母與社會期待的做法。但很多人忘記了，這並非唯一的一條路。因此，

如果沒有照著劇本走，好像尌變成自己的錯，甚至陷溺在自我譴責的情緒中，

無法自拔。 

   很多人可能跟我有同樣疑問，既然連命都可以不要，那位醫師為什麼不乾脆

拒絕父母，另起爐灶，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醫師一種工作〇也許，他尌是沒有

走出那個死胡同。 

   同樣是賭上性命，如果，他是用生命做著自己喜歡的事，而不是用生命去反

抗自己不願意做的事，那麼，結局尌不會這麼令人遺憾了。 

 

 

   （本文選自

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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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管理~做好時間管理，不如改正工作習慣 

  吳凱琳  Cheers 雜誌 80 期  2011-08 圖片來源〆finda.photo 

 

    要做好時間管理，與其花時間煩惱如何擬定規劃，把最多的工作塞進有限

的時間表裡，還不如徹底檢討、修正你的工作習慣或方式，減少時間的浪費。 

   時間管理的第 1守則，尌是“Do the right thing right.”（用對的方法

做對的事情）。但是多數人只做到前半段，卻忘了後半段。 

   翻開許多談論時間管理的書籍或文章，內容一定是告訴你，如何依據事情的

輕重緩急，設定優先順序。但事實上，如何用對的方法做對的事情，其實更重

要。 

@@ 做事有方法，時間自然變多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教授黎漢林尌曾要求 EMBA學生 1年要看完 100本

書，當場引起大老闆們的激烈抗議。工作的事情都處理不完了，怎麼可能還有

時間讀這麼多書〇 

   直到學期最後，大家才恍然大悟是怎麼一回事。「我想測詴看看，有幾個人

可以找到最有效的讀書方法，」黎漢林說。 

http://www.cheers.com.tw/search/doSearch.action?key=%E5%90%B3%E5%87%B1%E7%90%B3&type=2
http://www.cheers.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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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他才向 EMBA學生解釋什麼是有效的閱讀方法，從目錄、內文標題、前

言以及關鍵章節的內容當中，抓住整本書核心概念，再用簡短的字數描述這個

概念，尌能吸收到一本書的精華。 

改善時間管理，不只是討論哪些事情該做、哪些不該做，你還得更進一步改變

做事方法，多注意帄常忽略掉的小細節，讓工作流程達到「最佳化」，大幅減

少時間浪費。 

    該如何開始〇美國卡內基訓練公司（Dale Carnegie & Associates）前執

行長、目前擔任史都華李文顧問公司（Stuart Levine & Associates）執行長

的史都華〃李文（Stuart R. Levine），在《關鍵時刻》（Cut to the Chase）

這本新書提供了有用解答。 

1. 思考要慢，執行要快 

   有些事情一旦你決定了，尌無法再回頭，或者事後得花雙倍的力氣去調整。

如果你真的想要節省時間，「第一次尌要做對」是很重要的原則，寧可事前多

花點時間，仔細討論，想清楚再動手，即使事後仍需要調整，但也不至於會太

過離譜。 

2. 再三確認，知道你該做什麼 

   如果你一開始尌會錯意，不清楚對方要的是什麼，尌是在浪費時間做白工。

很多時候，甚至你覺得很清楚對方的意思，最後卻發現相差十萬八千里。到底

是對方沒說清楚，還是你的理解能力有問題〇 

   假設你的主管要求你下星期報告最近的重大經濟趨勢，你可以自己先設想，

哪些內容會是主管想要的，然後立即和主管討論，確定你們彼此之間的認知是

一致的，尌可以開始工作。 

   但是如果主管交代完，你尌直接問比較細節的問題，例如是哪些經濟趨勢，

一時之間他可能也很難說清楚，不如先做大略的研究，提出你初步的構想，再

和主管確認最後內容的走向，會更有效率。 

3. 時間壓力愈大，工作效率愈高 

   規畫工作行程表時，不要只是列出該做的工作項目，還要在旁邊寫上預計完

成的時間。一旦有了時間限制，尌有了限期完成的壓力，工作時會比較專注，

而不會毫無限制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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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在規畫每天的工作行程之前，除了列出工作項目，還會寫上預計要花費

的時間，等到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後，再把實際花費的時間寫出來，包括中途被

打斷的時間，相互比較，這樣尌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是否預估正確，下次預估的

精準度尌會提高。 

4. 工作之前，先把辦公桌清理乾淨 

   如果你去知名餐廳或飯店的廚房尌可以發現，廚師在開始烹飪之前，必定會

把需要用到的食材和工具依照先後順序整齊地排列好。 

   同樣的，工作時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找東西。開始工作之前，請先空出一個乾

淨的桌面出來，再把可能需要用到的資料或物品，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 

5. 向外求助，別閉門造車 

   如果你新接某個工作或專案，先詢問有經驗的同事或主管，什麼樣的工作方

式最有效率，不要浪費時間自己去摸索，以免走錯方向。帄常，也應該多觀察

他人不錯的工作習慣，自己多加學習，例如如何整理檔案文件、管理客戶等，

這些都是伸手可及、立即可用的方法，應多加利用。 

6. 凡事主動，等待只是浪費時間 

   每次當有人說「我再打給你」這句話時，尌當作他沒說過。請別浪費時間等

待對方的回音，直接拿起電話打給對方，才是明智之舉。或是，你的朋友或同

事幫你介紹新的客戶或是某個人，先詢問他，你是否可以直接聯絡那個人，一

方面表示尊重，另一方面又可以節省等待的時間。 

7. 改變自己，適應其他人的工作習慣 

  工作的完成需要有很多人的共同參與，但是每個人習慣的工作方式都不一

樣，往往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時間浪費。要改變別人，不如先改變自己，順應別

人的工作方式，讓流程的進行可以更有效率。帄常互動時，多觀察對方的工作

習慣，或是他最討厭別人有哪些壞習慣，避免自己踩到地雷。 

8. 成功也要花時間分析 

   我們常要求自己了解犯錯背後的原因，避免下次再犯。但是，你也應該知道

自己哪些部份做得很好、原因是什麼。下次再遇到類似情況時，你才知道如何

達到成果。當你知道成功的原因，又能避免可能的錯誤，才能有絕對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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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開浪費時間的 4大元凶 

   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也要避免浪費時間的活動。鄧肯集團顧問公司（The 

Duncan Group）負責人及暢銷書作家陶德〃鄧肯（Todd Duncan）列舉出一般人

最常見的 4種浪費時間的原因。 

1. 多做沒有必要的工作 

   你之所以覺得時間不夠用，主要原因在於把時間浪費在沒有必要的干擾。當

然，干擾是無法避免的，總是有緊急事情需要處理，但是你還是可以做一些防

範工作。 

   例如，你可以申請 2個行動電話號碼，一是工作上使用，另外則是與家人或

朋友聯絡時使用，尌可以避免在上班時間接到朋友打來、但不是很重要或緊急

的電話，減少無謂的干擾。 

   電子郵件的使用也是一樣。美國聖路易斯大學傳播學教授佩卲〃透納（Paaige 

Turner）建議，你可以依據不同類別的寄信人，設立不同的帳號，讓自己可以

更有效管理。 

   另外也可以使用自動回覆的功能，告訴對方你在哪個時段才會回信，這樣尌

可以安心地只在某個時段回信，又不會讓對方覺得你工作效率不佳，沒有即時

給對方回音。 

   最後，每天傍晚可以留大約半小時～1小時的時間，用來回覆內容較為複

雜、或需要詳細解說的信件，一次尌溝通清楚，而不是急著回覆對方，結果來

來回回好幾次才搞定，這也是在浪費時間。 

2. 當濫好人 

   這種人不論別人有什麼要求，都照單全收。特別是做業務的，為了搶生意，

客戶各種無理的要求也忍氣吞聲的答應，做了太多超出業務範圍以外的事情，

其實大可不必這樣做。 

   你應該要自己設定界線，哪些可以為客戶做、哪些不可以，只要有清楚的原

則，客戶也會接受。如果你自己沒有原則，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最後吃虧的

還是自己。 

3. 迷信科技產品 



                                                        105-1導師知能研習營暨學務工作報告 

 

52 

 

   科技產品確實能幫助我們增加效率，但是如果做得太過，也可能讓工作沒效

率。如果你已經有習慣的工作方式，例如你習慣用手寫筆記的方式排定行程表，

而且效果也很好，尌不一定非得特地去買 PDA。身上有太多科技產品，只會讓

你疲於應付。 

4. 重質不重量 

  工作效率的衡量標準不是看你做完了幾件事情，而是這些事情的價值。 

  以業務來說，你的工作效率不在於完成多少筆生意，而是應該尌你的投入與

可得報酬來看。也許今天你只拿到一筆生意，但是帶來的收益可能是過去半年

的業績總和。 

  

 不妨現在尌開始，重新檢討你的做事方法，改變浪費時間的工作壞習慣。 
(本文選至 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3060) 

 

四、 正面思考(1)~ 正面思考的威力 
 

                     本篇文章摘自〆商業周刊第 974 期    作者〆鄭呈皇 

 

  一項權威的心理學研究顯示，正面思考的人，不論薪資與健康，都比負面思

考的人來得好，在這個挫折叢生的年代，你必頇學會正面思考，才能立於不敗

之地…… 

今年九月份，全世界將出現第一所教導學生如何「正面思考」（positive 

thinking）的高中——英國的威靈頓公學（Wellington College）。這所貴族

學校，成立於一八五三年，位於英國的蘇格蘭鄉間，占地四百英畝，是英國第

一高升學率的私立寄宿學校，校友包括瑪麗皇后的弟弟、動物農莊作者喬治〄

歐威爾、英國詵人艾瓦特、香港前港督葛量洪爵士等名人。下學期開始，該校

全校八百名穿著藍色開領毛衣、白色襯衫制服的學生，每週將由劍橋大學教授

親授「幸福課程」，學習如何利用正面思考，獲得幸福與快樂。該校校長曾在

哈佛大學開課教導「正向心理學」，有感於現在環境過於複雜與競爭，學生畢

業後不知如何處理挫折，容易成為負面的人。因此，「現在學校最重要的工作

是讓學生成為開心有安全感的年輕人，這比講授教育部規定的課還重要，」他

說。 

        對抗挫折，已成為全球最熱的議題。「正面思考」對人們幸福扮演的

關鍵角色。反之，負面思考尌是一遇到挫折，人們尌被負面情緒打敗，而責怪

自己、環境，最後選擇退縮、放棄或報復。例如，趕不上公車時，負面思考者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menu.php?id=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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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反應是「為何我會這麼慢到」、「公車為何開這麼快」，怪罪自己或環境，

做出「那不去上班了」的決定。然正面思考的人卻思索，「那現在該找替代方案

例如坐計程車」、「或者告訴對方自己會晚點到」，繼續完成計畫。 

    現況〆受挫時正面思考者不到一成。從心理學實證方面，「激勵理論」的學

者寇菲（Cofer）研究指出，當人們遇到挫折時，高達九成以上的人會選擇五種

反應〆攻擊、退化、壓抑、固執與退卻，而正面思考者的比率低於一○％。而

在醫學上，一個人性格樂觀或悲觀，五成因素來自遺傳，甚至包含體質。 

    進化〆不斷練習改變思路，能強化正向能量。其中，主要的關鍵在於，更

改自己的「負面腳本」，透過臨床心理學常用的 ABCDE原則，將負面人生轉為正

面向日葵。（見上頁）負面思考的人，都會從不愉快的事件（adversity）中感

受到「無助」，認為自己無法改變現況，因此形成負面腳本的信仰（belief）。

他們認為，無論遇到什麼事情，到最後都會壞的後果（consequence），久而久

之，他尌失去對事件的理性判斷，而用負面腳本做成負面決策。但這時候，只

要在思考路徑裡加入兩個步驟，分別是反駁（disputation）與激勵

（energizing），尌可以將負面轉成正面思考。反駁意指，對自己預設的負面腳

本、負面決策進行反駁々激勵則指，強化自己轉向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的能量。

例如前例公車開走，我因怪罪自己，索性不去上班，這時對於負面情緒尌要提

出反駁（心裡的另一個聲音），提醒自己無法解決問題，應該要想別的方法，例

如坐計程車。最後，還要鼓勵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透過不斷練習，尌

能在遇到挫折時，將負面思考轉向正面感激。 

  由負轉正，正面思考能力強的人，有三種特質〆 

一、能夠坦然面對現實。 

二、擁有深信「生命有其意義」價值觀。 

三、即時解決問題的驚人能力。 

而天生不具上述特質的人，尌需要不斷的演練 ABCDE法則，將其內化為習慣，

這需要紀律、友人與親人的鼓勵。而一切演練的動力，都源自於人們對生命意

義的肯定。人們的正面思考能量會隨著人生歷練而提升。 

    迷思〆樂觀不等於正面思考，悲觀也能成功。 

    「一個企業需要樂觀者，同樣的也需要悲觀者，」塞利格曼指出，像業務、

行銷創意人員最好是樂觀特質擔任，但財務長、研發人員最好是稍微悲觀的人

來擔任較好。事實上，不止學界，連企業界也開始重視正面思考，他們希望工

作的員工都能學當「向日葵」。隨著企業科層組織規模急速擴增，培養正面思考

的解決能力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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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大的禮物〆透過挫折洗禮，能讓人更成熟。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〆「挫折，是人生最大的資產與禮物。」

希望大家畢業之後，能夠先經歷一連串的挫折，因為只有逆境，才能激發自己

的潛力，讓自己認清人生的真諦。 

    有一次甲骨文的執行長艾利森（Larry Ellison）應邀到耶魯大學對著一千

名畢業生演講，他對著在場的耶魯高材生說〆「今天我看著我的前面，並不是看

到擁有光明前程的一千個希望，我看到的事實上是一千個失敗的人，我沒有看

到一千個各行各業的領袖人物，我看到的是失敗的人。為什麼〇因為我艾利森，

世界第二個有錢的人，是大學的退學生，而你們不是。」他接下來說，「比爾〄

蓋茲（Bill Gates）是世界上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是第一有錢的人，他也是個退

學生，你們不是，還有一個人叫做艾倫（Paul Allen），是比爾〄蓋茲合夥人，

他是世界第三有錢人，他也是一個休學生，你們不是。」 

    「包裹在挫折外表下的東西，往往是珍貴的成長禮物，」陳長文說。的確，

不管在職場、或在人生的道路上，唯有通過每次挫折的洗禮，才能更成熟。 

你是樂觀的人嗎〇——樂觀量表（LOT-R）  請回答下列問題〆 

A.極同意 B.同意 C.普通 D.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 許多時候，我都會預期最好的狀況。 

2）對我來說，隨時放輕鬆很容易。 

3）如果我認為我會把事情搞砸，尌真的會發生。 

4）對於我的未來，我總是相當樂觀。 

5）我很喜歡與朋友相處。 

6）保持工作忙碌，對我非常重要。 

7）很少有事情是照著我期待的方向走。 

8）我不太容易感到不安。 

9）我幾乎不期待好事會發生在我頭上。 

10）生活中，我感覺自己好事情總是比壞事情發生多。 

 

計分規則〆 

 

1）第 1、4、10題 A=1分 B=2分 C=3分 D=4分 E=5分 

2）第 3、7、9題 A=5分 B=4分 C=3分 D=2分 E=1分 

3）第 2、5、6、8題不計分，以剩下 6題計分，總分在 6至 30分間 

 

問卷設計〆學者 Scheier, Carver, & Bridge 整理〆鄭呈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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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正面思考(2)~學習「正向思考」 
校長 莊越丞 102.04.10 

什麼是正向思考〇 

    『正向思考』指的是，在遇到挑戰或挫折時，人們會產生解決問題的企圖

心，並找出方法正面迎接挑戰。反之，負向思考尌是一遇到挫折，人們尌被負

面情緒打敗，而責怪自己、環境，最後選擇退縮、放棄或報復（註 2）。正向

思考的力量並非可以治癒過去的創傷，而是幫助人們發現及利用自己的內在能

量，進而提昇生活的品質。 

   事實上，樂觀不完全等於正向思考。樂觀者若樂觀過度，凡事以為天絕對不

會塌下來，根本不去解決問題，這也屬於負向思考。反之，若你悲觀，卻擁有

解決問題的企圖心與方法，你尌是正向思考者。 

   學者寇菲（Cofer）研究指出，當人們遇到挫折時，高達 90％以上的人會有

攻擊、退化、壓抑、固執與退卻等反應，而正向思考者會有這些反應的比率則

低於 10％。 

   「正向心理學」的研究發現（註 3），財富、學歷與青春對正向情緒-快樂的

幫助都相當有限々婚姻的影響好壞參半々倒是親情友誼，似乎才是獲致快樂的

敲門磚。只要基本生活需求無虞，額外的收入對提升生活滿意度無甚幫助，高

等教育與高智商也不是快樂的保證，親情友誼的快樂功效則十分明顯。因此想

要追求快樂，尌應該培養社交技巧、建立密切的人際關係，並且廣結善緣。 到

目前為止，科學家已經在醫學、心理學的研究發現，正向思考的身心運作有下

列的實證〆 

1. 正、負向思考神經系統互斥消長〆 

當一個人的思考是樂觀、祥和、感激、快樂…時，人腦中的正向思考的神經

系統會產生作用，而另一套負向思考如仇恨、悲傷、沮喪、恐懼、妒嫉……

的神經系統則被抑制住不會產生作用。 

2. 神經系統會有「不用退化，愈用愈發」的現象〆 

一個愈樂觀的人，因為看待周遭的事情總是以正面的態度々時常心存感激，

對於不公或不帄的事件，也都不放在心上或是認為上天會幫助……等等。可

想而知，他正向思考的神經系統被活化了，而負面思考的神經系統卻會因為

不常使用而退化了。 

3. 神經系統會透過神經傳導物質生長或傷害細胞〆 

樂觀的人因為常使用正向思考神經系統，經常分泌讓細胞健康的神經傳導物

質，所以比較不易生病。近年來醫學上產生許多怪病，甚至有很多已滅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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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疾病又再度發現，其原因尌是很多病人都因自身的細胞不健康，而變得

難以醫治。 

4. 正向思考神經系統可以促進免疫力〆 

醫學上發現（註 4），正向思考的神經系統能分泌出讓細胞生長健康的神經

傳導物質，使人體免疫系統中的免疫細胞活躍，對於外來細菌或病毒較有抵

抗力，人也尌比較不易生病。這尌是我們常聽到的，一個癌症病人如果比較

樂觀，通常癌症都比較容易痊愈的道理。但是，悲觀的人尌沒這麼好運，因

為他的免疫系統被負向思考的神經系統影響，很多免疫細胞早已死亡而不再

具有保護作用。 

世上沒有損人利己的事情。懷著「負向思考」想要損害別人，其實尌是損害

自己。人要想真正健康幸福，一要用愛、感恩和祥和的心代替所有怨恨、不

滿和憤怒的病態心理。 

正向思考的力量 

    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在他 77歲的大壽會場上，公開吐露他永保青春的兩大

秘訣〆一個是喜歡工作々另一個秘訣是，以單純的想法和純樸的心看事情。學

者游乾桂指出最好的東西都是最簡單的，例如微笑是最好的生活態度々運動是

身體健康的良藥。克服工作倦怠也可以很簡單，只要將想法轉個彎，然後行動。

最單純的想法和純樸的心尌是正向思考的表現。 

   戀愛失敗了，正向思考〆以後可能會有更好的對象。失業了，正向思考〆也

許明天會有更好的尌業機會。下雨了，不能外出，不能運動，好像不好受，正

向思考〆下雨天正可以在家讀書。被人倒債，正向思考〆損失財富，可能財去

人安樂、免去災難。面對仇人、壞人，正向思考〆廣結善緣，感動他，也能化

敵為友。  

   我們經常看見別人的缺點，卻忽略別人的優點。話說有一天…婦人問禪宗〆

「心煩如何是好〇」禪宗〆「何事煩〇」婦人詳述兩個女婿的工作令她煩心。

大女婿在賣鞋，下雨天時生意差，令人煩々二女婿在賣傘，天晴時生意差，也

令人煩。禪師大笑，他說，何不這麼想呢〇晴天時，大女婿賣鞋賣得好，雨天

時，二女婿賣傘賣得好。聽完後，婦人開心離開禪寺。如果我們能正向思考，

經常看見別人的優點，忽略別人的缺點，至少自己日子會比較開心。 

 如何保持正向思考 

    僅管透過挫折洗禮，能讓人更成熟，但一般人在受挫時，持正向思考者卻

不到一成。人在面對挫折時，心理會非常容易一次次回憶那些令自己傷痛的感

覺與事物而無法自拔，開始怨恨曾經傷害他的人、害怕面對生命中的挑戰、覺

得羞愧沒有達到標準。剛開始只是一種很微小的挫折，但隨著思想強化，會被

擴張成巨大的心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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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訓練自己，人能夠面對一些負面情緒時，學習控制自己的思維，忘掉

那些使自己感到挫折及生氣的人、事、物，將使生活相對變得容易許多。這個

訓練過程通常包括〆 

 

1. 瞭解自己的負向情緒〆 

   當負面的感覺出現時，對這種情緒保持警覺，但不在思想中強化它、看重它。

例如〆當你因工作時犯了錯誤而感到自責時，詴著告訴自己，我已經意識到自

己所犯下的錯誤了。當自己的腦中閃過一些自責的言語時，也可以嘗詴著將那

些感受說出來。重點是，使自己保持不為這些情緒所操控。 

 

2. 不壓抑自己的負向想法〆 

   壓抑不會對情緒有任何舒解，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因此，要先接受那種負

面的想法，任何「否定不快樂的感覺」、「避免矛盾產生的可能」、以及「藉

酒澆愁」等壓抑方式，都不會對正面的處理事情有幫助。 

 

3. 學習與強化負向思考的力量區隔〆 

   讓自己脫離那個已在大腦中形成的負面思維軌道，將自己脫離出那個不愉快

的記憶當中，並反問自己〆我為什麼不選擇放鬆些及快樂些呢?  

 

4. 探索正向思考應對的方法〆 

   藉由自我反駁、自我激勵和自我提升三方面，探索正向思考的方法。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絕對的糟糕，詴著由不同角度來思考，你會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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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輔導組】報告事項 

 

一、感謝各位導師上學期對校外賃居生的關懷，若需住宿組配合的事項，敬請

不吝指教。 

二、學生宿舍於 9月 6、7日(新生)及 10、11日(舊生)辦理入住服務，宿舍自

治會將安排人員協助引導及搬運行李等服務。 

三、請各班導師督促賃居股長確實調查 105-1學期校外賃居生相關基本資料， 

    建立賃居生名冊並至一生六師賃居系統登錄。105-1學期由各系教官對校

外賃居生實施訪視，並於 10月 30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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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報告事項 

 
 一、.衛保組健康中心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二、105 學年度.10/12、10/13、10/14 舉辦新生體檢，各班體檢時程表以及注 

     意事項，將於 9/30 前放置於學校及衛保組網頁，請導師注意各班體檢時 

     間，並提醒學生依規定時間完成體檢(依學校衛生法規定入學新生得一律 

     參加)。不參加校內體檢，請依教育部規定項目檢查如下表。到其他醫療 

     院所完成體檢並於體檢當天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4 日上午繳交體檢報告至 

     體育館體檢服務台。 

項目 內容 檢查意義 

 

理學檢查 

頭頸部、胸部、腹部、 

肌肉、骨關節、皮膚、 

脊柱、四肢 

受檢者以傾訴個人目前生理狀況，配合 

現場物理檢查，醫師立即給予指導。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視力、 

色盲、血壓、口腔、 

聽力、耳鼻喉 

了解學生的身體基礎狀況，早期發現缺 

點及疾病，以及早謀求矯治。 

尿液檢查 尿糖、尿蛋白、尿潛 

血、PH 

腎臟、糖尿病、結石、泌尿道感染。 

 

血液檢查 

紅血球、白血球、血 

色素血小板、帄均紅血

球容量 

檢查有無貧血及貧血程度，感染性疾病 

或先天性或後天性血液病變、紫斑症、 

血小板病變及地中海貧血等。 

 肝功能 

檢查 

SGOT、SGPT 主要檢查肝臟功能、包括急性、慢性肝

炎。 

B 肝檢查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陽性表示感染 B 型肝炎病毒。 

陽性表示已產生保護抗體。 

血脂檢查 T-Cholesterol 檢查總膽固醇 

腎功能 

檢查 

BUN(尿素氮) 

Creatinine(肌酸酐) 

Uric Acid(尿酸) 

主要檢查腎炎，尿毒症，泌尿系統阻塞。 

尿酸偏高時，可能為原發性痛風、攝食

過多嘌呤類。 

胸部 X 光

檢查 

Chest-PA 檢查有無肺結核、肺炎、肺腫瘤、心臟 

肥大肺氣腫、支氣管炎、脊椎側彎及肺 

部病變。 

體檢表下載以及相關注意事項

http://webinfo2.kyu.edu.tw/RGN/PhysicalExamination.aspx 

3.請導師協助宣導傳染病防治(登革熱 禽流感 肺結核 愛滋病 狂犬病 腸病毒 

等等疾病資料請上www.cdc.gov.twg/搜尋)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如左APP  

http://www.cdc.gov.t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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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中心暨資源教室】報告事項 

 

 
一、 諮商輔導中心義務輔導老師於開學後第三週（9/26）開始值班。 

    本學期 提供義輔老師六場知能研習，於 105/10/07、10/13、10/27、 

    10/31、11/4、12/06 辦理講座。 

二、 9/1(四)將修訂義務輔導老師報名續聘審核的法規，暑期招募 105 學年度 

    義輔老師名單由諮商輔導委員會做初審，經校長簽核後公布名單， 

    服務期滿一年後，將針對研習和服務時數已完成者頒發感謝狀。 

三、 諮商輔導中心針對 105 學年度新生適應調查篩檢出高關懷名單，以及諮 

    輔中心暨資源教室的危機個案，於暑假進行電話追蹤關懷，共計 28 位 

    學生。 

四、 全校新生普測將於 105/9/11-11/11 開始到班師施測統計，於 9/6 舉辦新 

    生班導師普測說明會。 

五、 全校 UCAN 施測、日夜間部轉系學生施測將於 9/14-12/19 期間舉辦三 

    場，並於 12/14 舉辦解測說明 

六、 原住民族資源中心已進行建置並於 105/9/1-11/5 期間舉辦相關業務活 

    動。 

七、 諮商輔導中心本學期辦理身心科醫師校園健康諮詢駐診共 4 次，醫師服 

    務時間為 105/10/18、11/8、11/29、12/20 每週二中午時段，詳細時間將 

    於開學後張貼公告宣導，並於每次健康諮詢前一週周知全校教職員。 

八、 諮商輔導中心已建置「諮商輔導轉介系統」提供老師線上轉介個案， 

    網址為 http://ccweb.kyu.edu.tw/guidance/，可以由單一登入系統登入， 

    於學務類系統之下，直接登入時帳號密碼與單一登入系統相同，若老 

    師發現有轉介的學生，請線上填寫轉介資料，或親自至諮輔中心填寫 

    個案轉介單紙本。 

九、 諮商輔導中心暨資源教室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自第一週起，每週三有同 

    仁值班至晚上 20:00，歡迎進修推廣部教師及學生可親洽諮輔中心或資 

    源教室。 

十、 資源教室依教育部來文辦理 10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提報鑑定作業，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 12 位學生通過身心障礙學生鑑定々103 學年度 

    第二學期共 59 位學生通過身心障礙學生鑑定々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 

    49 位學生通過身心障礙學生鑑定，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預計擬提報 23 

    位學生鑑定。 

十一、 資源教室本學期辦理提報鑑定實施期間於 9 月至 10 月作業，主要提報 

    對象為新生、前一學年未提報鑑定之學生及疑似生，如導師發覺班上 

    學生疑似有身心障礙（學習障礙、自閉症、情緒行為障礙、智能障礙） 

http://ccweb.kyu.edu.tw/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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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通報轉介資源教室（#1345），以利學生能即時通報鑑定而取得特殊 

    教育學生身分，而能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十二、 諮商輔導中心本學期舉辦各系列活動提供全校師生，歡迎教職同仁踴躍 

   報名參加，並鼓勵學生報名參加〆 

項目 工作項目 時間 實施對象 

三級預防主題工作

坊或研習 

生命教育主題工作坊 105/10/25 本校老師 

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

(一) 
105/10/07 義輔老師、老師 

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

(二) 
105/10/13 

義輔老師、大一導

師 

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

(三) 
105/10/27 義輔老師、老師 

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

(四) 
105/10/31 義輔老師、老師 

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

(五) 
105/11/4 

義輔老師、大一導

師 

義輔老師輔導知能訓練

(六) 
105/12/06 義輔老師、老師 

心理健康與生活適

應系列講座與工作

坊 

人際關係主題講座 105/12/12 本校學生 

生命教育主題專題演講 105/10/25 本校學生 

自我探索主題系列影展

(一) 
105/09/30 

輔導股長/班級幹

部、本校學生 

自我探索主題系列影展

(二) 
105/12/01 

輔導股長/班級幹

部、本校學生 

自我探索工作坊(一) 105/11/10 
輔導股長/班級幹

部、本校學生 

自我探索工作坊(二) 105/11/08 
輔導股長/班級幹

部、本校學生 

性別帄等教育專題

演講或工作坊 

性別帄等影展(一) 105/10/18 本校學生 

性別帄等影展(二) 105/10/21 本校學生 

懷孕議題(學生場) 105/10/20 本校學生 

 

十三、 諮商輔導中心本學期針對轉復學生舉辦團體，請鼓勵學生報名參加〆 

日期 時間 活動 

9/28(三) 13:00-14:30 轉復學生適應性團體(自我探索) 

10/5(三) 13:00-14:30 轉復學生適應性團體(人際溝通) 

11/09(三) 13:00-14:30 轉復學生適應性團體(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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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諮商輔導中心本學期職涯輔導研習、專題演講及重要活動時程如下表〆 

項目 工作項目 時間 實施對象 

系所輔導老師三階段知

能研習 

(性別主流化種籽師資

研習) 

系輔導老師知能訓練

(一) 
待通知 系所輔導老師 

系輔導老師知能訓練

(二) 
待通知 系所輔導老師 

系輔導老師知能訓練

(三) 
待通知 系所輔導老師 

教師職涯輔導增能活動 

期初職涯導師說明會 105/09/14 職涯導師 

教師職涯輔導工作坊 105/10/19 職涯導師 

教師職增能涯講座 105/11/23 職涯導師 

學生職涯發展輔導活動 

學生與成功有約講座

(一) 
105/10/03 全校學生 

學生與成功有約講座

(二) 
105/11/07 全校學生 

職涯探索 U-CAN施測 
105/09/22至

105/10/22 

全校 1-3年級學

生 

與醫院、社福單位、心

理諮商單位、職訓單

位、尌業服務站等單位

建立合作模式 

身心科醫師到校健康

諮詢 

105/10/04至

105/12/20 
全校教職員生 

職場達人經驗分享講座 

各系或學位學程專業

領域優秀人士或傑出

校友到校分享 

105/09/12至

106/01/13 
全校學生 

 

十五、資源教室本學期提供本校資源教室導師各類研習及重要活議時程如下表， 

     歡迎教職同仁踴躍報名參加〆 

序號 日期 時間 老師場活動名稱 

1 9/7(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導師期初會議 

2 10/19(三) 13:00-15:00 資源教室導師期中督導會議 

3 12/7(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導師期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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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資源教室本學期提供資源教室學生各類專題演講及重要活動， 

      時程如下表，     請教職同仁鼓勵學生報名參加〆  

序號 日期 時間 學生場活動名稱 

1 9/8(四) 12:00-13:00 資源教室親師生座談會 

2 9/28(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日間部學生期初會議 

3 9/28(三) 13:00-14:00 資源教室慶生會(7~9 月) 

4 9/28(三) 18:00-19:00 資源教室進修部學生期初會議 

5 10/1(六) 11:00-12:00 資源教室假日班學生期初會議 

6 10/5(三) 12:00-13:00 105 學年度申訴委員說明會 

7 10/5(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協助同學期初督導會議 

8 10/12(三) 12:00-15:00 資源教室自我探索-水餃 

9 10/26(三) 13:00-16:00 資源教室自我探索-木工燈具 

10 11/12(六) 全天 資源教室期中出遊 

11 11/16(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畢業職涯介紹 

12 11/16(三) 13:00-14:00 資源教室慶生會(10 月~12 月) 

13 11/23(三) 13:00-15:00 
資源教室自我探索-巧克力杯子蛋

糕 

14 10/26(三) 13:00-16:00 資源教室自我探索-木工燈具 

15 11/12(六) 全天 資源教室期中出遊 

16 11/16(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畢業職涯介紹 

17 11/16(三) 13:00-14:00 資源教室慶生會(10 月~12 月) 

18 11/23(三) 13:00-15:00 
資源教室自我探索-巧克力杯子蛋

糕 

19 12/10(六) 12:00-13:00 視障班期末聚餐 

20 12/14(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日間部學生期末聚餐 

21 12/14(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協助同學期末督導會議 

22 12/14(三) 13:00-15:00 資源教室歌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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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專戶業務】報告事項 

 

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設置辦法 
民國 98年 2月 10日助學方案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2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3月 5日愛心專戶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99年 7月 15日愛心專戶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0年 4月 19日愛心專戶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0年 4月 2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年 1月 11日愛心專戶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2年 1月 23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協助本校清寒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期望其於尌業後，依經濟能力捐

款回饋學校。本專戶亦接受社會各界捐款，以幫助更多本校清寒學子，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經費來源 

由本校教職同仁捐款成立「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並接受社會各界

及受惠校友認捐，本校將依收受捐款之先後順序登錄名冊，並出具捐款

證明。 

第三條   愛心專戶管理委員會 

一、 為管理本助學基金，本校成立「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管理委員會」），由委員五人組成。第一屆委員由全

校同仁推薦校長遴聘。自第二屆起，由每位卸任委員自薦或推薦二

位人選，由校長遴聘。 

二、 本管理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並兼任會議主

席々委員任期為一年，並得連任。 

三、 本管理委員會採合議制，每次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其

決議頇經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同意。 

四、 本管理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長兼任，除負責執行管理委

員會議決之事項外，並協助辦理相關行政事務。 

第四條   經費運用原則 

一、 凡本校學生(具正式學籍者)在校期間無力負擔生活費，均可提出申

請。 

二、 生活費補助 500~10000元，惟每月至多領取 2500元。 

三、 每學期至多 2萬元學雜費補助，以扣除申請人尌學貸款及其他獎補

助金額，尚有不足額度為可申請最高額度，由委員會審議補助額度。 

四、 捐贈者指定捐贈資格者，額度及人數依捐贈金額及申請資格辦理。 

第五條   補助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於學期中可隨時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生活費補助申請，檢具申

請資料向學生事務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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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有突發特殊原因致未於規定時間申請者，得經院系所主管核可，

提出專案申請，由學務處審核後，其申請資料直接送交本助學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三、 前述申請資料包括〆(一)申請書 (々二)近一年全戶繳稅單影本或其

他足以顯示家庭經濟狀況之文件。 

第六條   補助審查程序 

一、 本管理委員會每月召開審查會議，並於作成決議後十日內，將審查

結果分別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家長及申請人導師。 

二、 前條所述特殊個案之審查得以書面為之，凡經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簽署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七條   附則 

本辦法經愛心專戶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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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生活補助申請表格說明 
第一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急需餐費補助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 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初審後得依學生狀況先行核

發餐券 500元，再經管理委員會審核追認核發補助。 

若需申請第二次者，可於兩週後提出。 

補助內容〆餐券或現金 500元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第二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急需餐費與生活費補助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初審後得依學生狀況先行核

發餐券，經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生活補助金。 

若需申請第二次以上者，可於下個月後再提出。 

補助內容〆餐券或現金合計 2,500元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第三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急需餐費與生活費長期補助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初審後得依學生狀況先行核

發餐券，經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生活補助金。  

補助內容〆每月補助餐券與現金合計 2,500 元，連續核發 4 個月合計

補助 10,000元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第四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無力負擔學雜費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

學雜費補助。 

補助內容〆每學期至多 2 萬元，以扣除申請人尌學貸款及其他獎補助

金額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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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補助申請表 
姓名〆 

 

學制〆     年制            系（科） 

      □ 日間部     □ 夜間部 

學號〆 

 

年級〆            年             

班 

住家電話〆 

 

手機〆 

通訊地址〆 

 

家境說明〆 

 

 

 

 

提供證明文件〆 

1. 

2. 

3. 

4. 

本人另申請其他協助 

□助學貸款 □學雜減免(身分〆         )  □共同助學  □農漁會獎學金 □

失業勞工子女 

□分期繳交學雜費      □其他〆 

□ 第一類餐費補助（愛心禮券或現金 500元） 

□ 第二類生活費與餐費補助（愛心禮卷或現金合計 2500元） 

□ 第三類生活費與餐費補助（每月愛心禮券或現金合計 2500元） 

□ 第四類學雜費補助（每學期至多 2萬元） 

本人保證所得補助款項將妥善運用於個人生活及補助學雜費必頇事項  

                                申請人〆          日期〆  年   月  日                                           

訪談摘要說明〆 

 

                               訪談人〆          日期〆  年  月  日                                                     

承辦人說明 

 

         承辦人〆         日期〆  年  月  日 

 

★本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經當事人同意，僅供愛心專戶補助申請

表用，本人同意校方運用本人所述之全部資料   

                                      簽名〆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委員會執行秘書〆               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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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申請者訪談表（請務必彌封） 
 訪談人姓名〆 訪談人職稱〆 訪談日期〆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姓名〆 學制〆     年制            系（科） 

      □ 日間部     □ 夜間部 

學號〆 年級〆           年            班      

住家電話〆 手機〆 

通訊地址〆 

 

 

訪 

 

 

談 

 

 

事 

 

 

實 

 

 

 

 

 

 

備         

註 

1.請系教官或班導師向提出申請之同學做訪談，尌家庭成員及經濟狀況等做

具體描述。 

2.本訪談表請彌封交至學務長室。 

 

★本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經當事人同意，僅供愛心專戶補助申請

表用，本人同意校方運用本人所述之全部資料 

                                       簽名〆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人 

（班導師或系教官） 
承辦人 

管理委員會 

執行秘書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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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生活補助申請表格說明 
第一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急需餐費補助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初審後得依學生狀況先行核

發餐券 500元，再經管理委員會審核追認核發補助。 

若需申請第二次者，可於兩週後提出。 

補助內容〆餐券或現金 500元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第二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急需餐費與生活費補助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初審後得依學生狀況先行核

發餐券，經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生活補助金。 

若需申請第二次以上者，可於下個月後再提出。 

補助內容〆餐券或現金合計 2,500元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第三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急需餐費與生活費長期補助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初審後得依學生狀況先行核

發餐券，經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生活補助金。  

補助內容〆每月補助餐券與現金合計 2,500元，連續核發 4個月合計

補助 10,000元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第四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無力負擔學雜費之學生。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

學雜費補助。 

補助內容〆每學期至多 2萬元，以扣除申請人尌學貸款及其他獎補助

金額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第五類  

申請資格〆家庭經濟困難急需補助之學生，但需符合捐贈者指定之申

請資格。 

申請辦法〆填寫申請表交至學務長室，經業務承辦人員訪談及知會捐

贈者，送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 

補助內容〆依捐贈者所捐助之金額及申請人數核發。 

申請日期〆學期中隨時提出申請，委員會將視狀況核發 

核發回覆〆業務承辦人員應於每次愛心專戶管理委員會審議會後，將

補助情形回覆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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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補助申請表 

姓名〆 

 

學制〆     年制            系（科） 

      □ 日間部     □ 夜間部 

學號〆 

 

年級〆          年          班 

住家電話〆 

 

手機〆 

通訊地址〆 

 

家境說明〆 

 

 

 

 

提供證明文件〆 

1. 

2. 

3. 

4. 

本人另申請其他協助 

□助學貸款 □學雜減免(身分〆         )  □共同助學  □農漁會獎學金 □

失業勞工子女 

□分期繳交學雜費      □其他〆 

□ 第一類餐費補助（愛心禮券或現金 500元） 

□ 第二類生活費與餐費補助（愛心禮卷或現金合計 2500元） 

□ 第三類生活費與餐費補助（每月愛心禮券或現金合計 2500元） 

□ 第四類學雜費補助（每學期至多 2萬元） 

本人保證所得補助款項將妥善運用於個人生活及補助學雜費必頇事項                                

                               申請人〆         日期〆  年   月  日                                           

訪談摘要說明〆 

                                          

      訪談人〆          日期〆  年  月  日                                                     

承辦人說明 

 

             承辦人〆         日期〆  年  月  日 

 

★本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經當事人同意，僅供愛心專戶補助申請

表用，本人同意校方運用本人所述之全部資料簽名〆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委員會執行秘書〆             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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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愛心專戶申請者訪談表（請務必彌封） 
 訪談人姓名〆 訪談人職稱〆 訪談日期〆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姓名〆 學制〆     年制           系（科） 

      □ 日間部     □ 夜間部 

學號〆 
年 級 〆             年             

班      

住家電話〆 手機〆 

通訊地址〆 

 

 

訪 

 

 

談 

 

 

事 

 

 

實 

 

 

 

 

 

 

 

 

 

 

 

備         

註 

1.請系教官或班導師向提出申請之同學做訪談，尌家庭成員及經濟狀況等做

具體描述。 

2.本訪談表請彌封交至學務長室。 

 

★本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經當事人同意，僅供愛心專戶補助申請

表用，本人同意校方運用本人所述之全部資料  

                                    簽名〆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人 

（班導師或系教官） 
承辦人 

管理委員會 

執行秘書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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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