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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導師會議提案討論
案
由:有關如何推動「校園法治教育」，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近年來，社會環境快速變遷，多元價值的發展與衝擊，學生普遍缺乏法律
知識，或對法律存有似是而非的觀念，因此學生觸法問題日益受到關注。
二、 討論學生常見的法律議題有哪些？
三、 建議學校如何推動法治教育？

1

貳、各單位報告
校安中心
一、原軍訓室於依學校組織規程自 110 年 2 月 1 日更銜為校安中心。
二、校安中心現有主任 1 位、教官 9 位、校安人員 4 位、約僱人員 1 位。其中
8 位教官及 2 位校安人員（協助學生生活輔導）負責日間部全民國防教育
教學以及各院系學生之生活輔導；另有 1 位教官、2 位校安支援進修處，
敬請各班導師共同協助。
校安中心：教官(校安人員)輔導系所一覽表如下：
負責學院(部)
各學院
半導體學院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服務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進修處

輔導教官

輔導學系

兼任職務

姚立鼎

日間部、進修處

校安中心主任

郭修善

電子系.化材系

兼院教官

楊盛雄(校安人員)

電機系.光電系

崔廣文(校安人員)

機械系、土環系、資工系

兼院教官

周志昇

資管系、財金系

兼院教官

林玟妗

行銷系、企管系

鄭朝福

工管系

杜畹華

幼保系、樂齡系

黃正鳳

旅廚系、休閒系

余佩芳

研究所、運管系

鄭朝福

應外系

范揚貴

時尚系、多遊系、妝品學程

楊富勇

四技一、三年級

王清源(校安人員)

四技二、四年級

范姜士金(校安人員)

進專技，研究所

兼院教官
兼院教官

三、近期發生同學遭自稱學校校董之陌生人士詐騙情形，請導師轉知同學加強
反詐騙警覺性，無論網路購物或網路交友、陌生人，凡是提到「操作
ATM、解除分期及購買遊戲點數、自稱學校校董者」，都是詐騙術語，請同
學勿聽信，冷靜掛斷電話，拒絕借錢，撥打 165 查詢。
四、請導師協助轉知同學，於 Dcard 等公開網頁發表討論或留言，應避免有涉
及人身攻擊、謾罵、影射等措辭，並尊重他人不同意見，以免觸及法律，
並影響個人人際關係。
五、新竹縣政府環保局為改善本縣空氣品質，將於 110 年 3 月份起不定期派員
至校園進行機車排氣定期檢驗日間及夜間巡查工作，未依規定實施定期檢
驗之車輛，可處新台幣 5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罰鍰，並得移請公路監理
機關註銷其牌照，請轉知同學機車應定期做排氣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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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導師協助轉知同學，申辦全國國防教育折抵役期程序：(1)上班時間先至
出納組繳交費用，持收據至註冊組申領「歷年成績單」。(2)或自行至台企
銀旁自動操作機投幣，列印「歷年成績單」。(3)持「歷年成績單」至校安
中心由值班教官協助審查後蓋認證章。(4)高中全國國防教育課程折抵役
期，自行回原修課高中申請。
七、天氣逐漸轉炎熱，請宣導同學於戶外活動，應留意蛇蟲出沒，以維自身安
全。
八、明明樓等教學大樓及廁所等地區，禁止吸菸。請宣導抽菸同學配合至吸菸
區解癮，校安中心將嚴加查察違規吸菸同學，凡違規遭開單者，即依校規
記過處份，並接受戒菸班教育 4 小時（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九、校安中心每月發行校園安全電子報一份，宣導校安事項及相關活動，並印
製張貼於學校各重要出入口或公佈欄，另登載學生資訊系統，以擴大宣導
成效。
十、軟能力 A-c-2 志願服務 6 小時認證單位變更說明：
因應學校組織調整整併，軟能力 A-c-2 志願服務認證單位改由校安中心辦
理，相關認證說明及表單，可至校安中心網頁下載查詢。有關勞作教育業
務，請洽宗山樓一樓校安中心勞作教育辦公室詢問。
十一、109-2 系所場館清潔美化競賽活動，自 4/26-5/25 日止，5/27 日辦理評
審決選。績優系所將於 6/8 日行政會議公開頒獎。
十二、校安中心現正招募 109-2 勞作教育小組長，即日起開放申請，意者請至
校安中心勞教辦公室報名（宗山樓一樓勞作教育辦公室）。
十二、校安中心每日均有輪值教官及校安人員實施 24 小時值勤，如有特殊事件
請與校安中心連繫電話為 03-5593142＃2321 或 0937-623842。

生活輔導組
一、 本學期(109-2)學雜費減免申請已截止，下學期(110-1)訂於 5 月 17 日開始
二、
三、

四、
五、

受理。
校內獎學金共計錄取 564 人，總金額為 1,784,500 元；校外獎助學金共申
請 49 件；教育部學產低收助學金共計 78 人申請，總金額為 390,000 元。
109-2 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 -學生 校外住宿租金 補貼申 請 已於
110/3/15 受理申辦完畢，收件 28 人(含進修處 2 件)，預計 110/4/23 寄送
教育部完成申請。
109-2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攜班)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申請已於 110/4/16
受理申辦完畢，收件 7 人，於 110/4/19 完成教育部系統申請。
校內外急難慰助有多種管道可提出申請，班上有急需幫助之同學，可請同
學至生輔組向余佩芳組長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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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就學貸款：109-2 學期就學貸款，計有 1881 位同學提出申請。就貸通知單
已將 C 類於 3 月 30 日前寄送至同學電子郵件信箱內，4/12 新功能上線，
同學可查詢自己所屬類別及列印切結書，已透過班代群組通知同學。協請
各班導師督促申請就貸同學於 4 月 23 日（五）前至生活輔導組(明光樓 1
樓)繳交相關資料：
(一) 家庭年收入在 114~120 萬元的同學：屬於『合格半息』辦理；因此自銀
行撥款日起開始自付利息-半息，銀行不再通知，每月請依約自行前往台
灣銀行繳付本學期借貸額之一半利息，收到通知的同學請於 04 月 23 日
（五）前到生輔組(明光樓 1 樓)簽名，完成確認手續。
(二) 家庭年收入超過 120 萬元的同學：是無法辦理貸款的，但若家中有兩位
就讀高中（職）以上的子女，即可以「繳交全額利息」的方式辦理。若
符合「家中兩位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條件的同學，請於 04 月 23
日（五）前補繳本學期「學生本人及兄弟姊妹任一人學生證正反面影印
本 1 份、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到生輔組(明光樓 1 樓)繳交。
七、 住宿申請作業:
(一)110 學年度住宿(2-4 年級)同學申請作業，自 110 年 3 月 29 日起至 4 月
24 日止受理網路申請，請協助提醒班級同學於上述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中籤名單預計 4 月 30 日公佈；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開放自選室友。
(三)5 月 18 日公佈 110 學年住宿床位表，請同學登入系統確認。
(四)110學年申請住宿同學於完成申請並安排床位後，欲放棄者應於110年5
月15日前辦理放棄手續，逾時放棄床位，非因休、轉、退學等因素，均
不退還保證金2000元。
八、 109-2 生活助學生共計錄取 205 名，109-2 生活助學研習課程共計 6 場，請
生活助學生踴躍參加。
九、 本校獎助學金資訊請至校網頁獎助學金資訊專區瀏覽或至生活輔導組洽詢
相關資訊。

體育室
一、109-2 學年度重要工作計畫
健康適能執行
(一)本學期為服務產業、管理學院大一新生實施體適能檢測。
(二)辦理體適能補測，補測同學請至活動系統報名。
二、請導師傳達／宣導事項
(一)體育課
1. 日間部學生，體育課必修三學期，共 6 學時 3 學分，規劃如下：
學期

大一上

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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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上

大二下

學院
半導體學院
工程學院
人文與設計學院
管理學院
服務產業學院

原班級普通體育
(游泳、體適能)

分組選項

分組選項

原班級普通體育
(游泳、體適能)

分組選項
分組選項

2. 進修部學生，體育課必修二學期，共 4 學時 2 學分，於大一上下學期修
習
(二)本校設有「體育特殊教育班」，限肢體運動機能障礙，重大疾病或慢性疾病
不宜參加劇烈運動之學生，應於開學二週內持地區醫院以上証明文件，至體
育室網頁下載「體育特殊教育班」申請表」辦理。學期中因上述原因得向任
課老師提出檢核，加入體育特殊教育班。
(三)健康適能畢業門檻
1. 自 98 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需通過健康適能檢測，包括急
救、體適能(四項通過三項即視為通過)，法規辦法及各項通過標準請至
體育室網頁查詢。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參與檢測者，可持地區醫院以上醫
生證明申請免測。
2. 每學期均辦理多次體適能補測，自 106 學年度開始，仍未通過者得於暑
期修習 18 小時 0 學分之「體適能輔導」課程，通過輔導課程及格標準
者始達畢業門檻，修習暑期「體適能輔導」課程之費用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四)本校運動場館多元，歡迎同學多加利用並遵守場館使用規定，運動場館嚴禁
飲食，請同學勿攜帶食物進入以免影響場地維護工作。
(五)為維護田徑場運動人員安全，田徑場除體育課程或經核准之活動外，嚴禁進
行棒壘球活動，請所有同學遵守共同維護安全。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本校推派學生會及學生議會榮獲「優
等獎」，為校爭光。學生參與全國評鑑，培養組織領導才能，做好社團永續
經營與傳承。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本校推出室
內樂演奏社及山嵐社會服務隊代表比賽。因疫情關係取消實地訪查改為線上
資料審核，協助社團積極準備評鑑資料已於 3 月 31 日前上傳雲端。
二、『109-2 全校學生團體幹部聯合座談會-與校長有約』於 110 年 5 月 5 日中
午 12 點到下午 1 點假宗山樓四樓舉辦，配合政府防疫措施需戴口罩及量測
體溫，提醒社團負責人參與。
5

三、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預計於 110 年 6 月 20 日舉辦，因應新冠肺炎防疫，典
禮將於開會討論後做相關調整，有任何訊息及預定時程將另行公告並通知各
系，請各畢業班導老師通知班代及畢業生班級代表，隨時注意典禮相關消息
及配合事項。
四、各班應屆畢業生社團軟能力（A-d-1）未通過兩學期的名單，已於 110 年 02
月 24 日陸續發放送交各系辦轉交該班導師，該班未通過名冊需經親自簽名
確認後，請尚未繳回班級於 110 年 04 月 30 日前繳回課外活動指導組。尚未
繳回班級：電機四甲、化材四甲、機械四甲、機械四乙、資工四甲、企管四
乙、旅廚四乙、化妝品四甲
五、110/5/3(四)、5/4(五)宗山樓一樓廣場舉辦愛心捐血，邀請各位師長及同學
共襄盛舉，捐血促進身體自動製造新血，還可以救命，一包血可以供給 3 個
生命喔！邀請全校師生踴躍參與。聯絡人:邱瑞峰(分機 2366)
六、學生議會於本學期 110/5/26(三)舉辦議事研習營，邀請各社團及系學會來
學習對於法律、學權及選舉制度，了解規範才能保護自己，維護權利，也避
免觸碰到法律問題，歡迎同學報名參加。聯絡人:邱瑞峰(分機 2366)
七、【活動訊息】請導師協助轉傳資訊鼓勵學生踴躍報名
110 年 6 月 12 日(六)至 6 月 27 日(日)辦理「2021 臺灣燈會—新竹縣竹夏
星夜季活動」相關招募訊息如下:
(一)招募對象:年滿 18-45 歲的青年朋友，以報名順序錄取 500 名(另備取 50 名)。
(二)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網址：hcvolunteer.edunets.tw)。
(三)報名期程:110 年 4 月 19 日(一)上午 8 時起至 110 年 5 月 17 日 (一)中午 12
時止。
(四)服務內容:動線引導、出入口管制、舉牌員、協助接駁及指揮車輛及現場導
覽等。
八、【活動訊息】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性公民投票監察業務，敬
請協助推薦年滿 20 歲成年學生
(一)本次選舉訂於 110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辦理投票，本市投開票所數計 346
所，預計招募監察員東區 320 人、北區 244 人、香山區 128 人，合計 692 人。
(二)旨揭選舉工作費初估約 1980 元，含講習交通費及誤餐費，實際數字以中選
會最後核定版本為準。
(三)本次辦理工作地投票，非設籍本市者，無法辦理工作地投票。
(四)經審查合格之監察員應依規參加講習，本會預定於 7 月 16 日至 7 月 24 日
辦理工作人員講習，未經核准而不參加講習者，視為放棄擔任本次監察員工
作。
(五)有 意 參 與 之 學 生 請 填 寫 「 投 開 票 所 監 察 員 登 記 資 料 卡 」（ 本 會
https://www.cec.gov.tw/hcec 網站下載），逕向各區區公所民政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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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校為落實服務學習深耕，持續推動社團積極申請教育部專案計畫，110 年
度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申請獲准共計三隊(詳細計畫名單如下表)。目前
各社團已陸續開始執行計畫，預計執行時程為 110 年 3 月~11 月。
編號
計畫名稱
承辦社團
合作學校
1
竭盡所能－田徑訓練營
田徑社
中正國小(新竹縣)
2
音『樂』的奇幻夢『箱』
室內樂演奏社/全場焦點木箱鼓社 埔和國小(新竹縣)
3
110 帶動中小學活動熱舞社-手舞足蹈
熱門舞蹈社
和興國小(新竹縣)
合計
4(個）
3(所）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一、為能增進導師對校園心理疾患的認識，本學期諮商中心特辦理:「我們的秘
密花園」-與精神科醫師的悄悄話，如果在您周遭有遇到備受精神疾患困擾
的學生，而您不確定可以如何幫助和關懷他時，或者您對於某些精神疾患想
要進一步認識時，諮商中心將協助邀請精神科醫師親臨貴系，為各位老師與
夥伴們解惑！相關業務請洽楊睿丰心理師 03-5593142#2332。
二、「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主題式-班級輔導」：
(一)截至 4/21 前，共有 21 個班級申請：電機一甲、電機一乙、電子二乙、工管
一甲、資管二甲、資管一乙、企管三甲、企管二甲、企管三乙、企管二乙、
行銷一甲、行銷一乙、休閒一甲、休閒一乙、旅廚二乙、旅廚一甲、旅廚一
乙、幼保二甲、幼保一甲、多遊一甲。
(二)歡迎大一至大四導師向各院系心理師提出申請，共有情緒、性平、危機三個
主題擇一講授，可作為一次班會紀錄。
三、「軟能力認證項目 A-b-2：大一 UCAN 班級輔導」尚有時尚一甲、化材一甲
未申請，請該班導師協助輔導股長盡速提出申請，相關業務請洽謝欣格心理
師 03-5593142#2335。
四、有關本學期「班會暨導生互動時間」注意事項如下：
(一)須召開 14 次(期中考、期末考週不召開) 「班會暨導生互動時間」(畢業班
為 9 次)。請導師確實召開、點名並請班級幹部將記錄上傳至校務系統內「班
會暨導生互動紀錄」，經導師、系主任簽核後傳至諮商中心，諮商中心會於
固定時間統計次數。
(二)班會暨導生互動時間」若適逢國定放假日，或是申請班級輔導，亦請上傳紀
錄並註明「該週放假」或「進行班級輔導」，方便後端次數統計。
(三)請各導師們仔細檢閱學生撰寫之班會紀錄建議事項內容與撰寫方式(非客訴
式或情緒化用字，請具體提出建議)，係指「針對全校性事務之建議」
。有關
各系所館內、教室軟硬體修繕問題，請逕自向負責單位填寫修繕單，以為提
高建議事項處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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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2 教師輔導講座好評追加場次如下表：
教師輔導知能講座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來聽聽曾活躍於螢光幕前的何總幽默
何啟聖/1111 人
全校教職員 風趣、談笑風生、精彩絕倫述說當前
力銀行媒體中
自由報名 的職場動態，協助學生能在踏入社會
心總經理
前就能迅速找到自身定位。
【特教知能研習】
透過講座與實作體驗分享《塞可斯
李翊平、江欣
「玩」轉．性教育-體驗如何運用
2.0 桌遊》
，整理與釐清常見學生的基
怡/荷光性諮商 全校教職員
桌遊媒材與學生談性
礎性身心理知識。
專業訓練中心
自由報名
110/5/5(三)13:20-15:00
諮商心理師
管院 101
【賈桃樂學習主題館*明新科技大學】
不管高山、極地還是沙漠，都是世人
【名人講座】
全校
口中的不可能，想知道彥博如何突破
陳彥博/超馬好
超越你的不可能！
教職員生 不可能嗎？每次的比賽，都是一次挑
手
110/5/13(四)13:00-15:00
自由報名 戰，邀您一起來「超越你的不可
鴻超樓 1F 國際會議廳
能」！
【教師輔導知能講座】

1

2

3

職場規劃與未來趨勢分析
110/5/3(一)13:20-15:00
管院 1F 哈佛講堂

衛生保健組
一、轉復學生
(一)班上如有轉學生，請提醒同學將原學校之健檢報告影本於 5/14(五)前繳交
至宗山樓一樓衛生保健組備查。
(二)轉、復學生畢業門檻健康適能 CPR，請至衛保組進行檢測。
二、推選衛生股長
期待衛保組與班級有更多的互動機會，敬請各班導師於推選各班幹部時選出
「衛生股長」，屆時將透過各班衛生股長傳遞更多健康資訊至各班。
三、菸害防制宣導
本校設置一處吸菸區(宗山樓前草地的木柵欄內)，請有吸菸之同學確實到吸
菸區內吸菸，避免因二手菸、三手菸的暴露危害到全校師生健康。
四、各班班導師若有期待讓班會中帶入性教育議題，歡迎與衛生保健組聯繫安排
進班進行衛教活動，分機 2360。

外生服務中心
一、本(109-2)學期國際學生(截至 110 年 4 月 20 日止)，總計 1280 人。其中，
研究生 63 人，大學學位生 1172 人(一般生 152 人、國際產專班 1020 人)，
僑港澳陸生 45 人。並以越南籍學生 1014 人最多，菲律賓 119 人次之，緬甸
32 人、日本 26 人、印尼 24 人、南韓 15 人、馬來西亞 12 人、蒙古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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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12 人、大陸 5 人、印度 3 人、俄羅斯 2 人、烏克蘭、柬埔寨、尼加拉
瓜、宏都拉斯等 17 個國籍地區。(如下表)

二、境外學生就讀期間，依法可申請打工，每半年至境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申請
代辦工作證事項，凡持有工作證之外籍學生每周工讀時數不得超過 20 小時
（寒暑假例外）
，未領有工作證之非法打工同學 ，一經查獲除必須罰緩 3 萬
至 15 萬外，情節嚴重者亦有可能遭遣返。
三、外籍新生在台就讀滿六個月即可申請加入健保，未滿六個月則投保國泰人壽
辦理之外籍生團體保險，每月保費 500 元；健保費每月 826 元以上均為強制
保險，以保障意外發生時能順利就醫。
四、上學期發生長榮大學境外生遭擄殺害之不幸事件，惠請各位導師能適時關懷
所屬境外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狀況，並提醒學生儘可能偕伴同行，避免單獨
行動，也儘可能走照明良好之大路，而避免走昏暗之小路，期能藉由案例加
強宣導，防範類案發生。
五、有關境外生違反學校相關規定，請各位導師能依校規予以懲處，俾利符合依
法行政之精神。
六、109-2 學期新進境外生，因疫情管制關係，除必須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
進行 14 天隔離檢疫並行核酸檢測，同時也須再加上 7 天自主健康管理，始
得以到校入學。故惠請各位老師多予以協助關懷照顧這些學生，期使能儘早
適應學習與生活環境，並協助指導完成防疫期間之相關請假事宜。
七、近期境外生發生多起車禍事件，肇因於不熟悉與不遵守交通規則，且有不少
同學未能投保汽機車強制險（或是保險過期），以及未能考取駕照而無照駕
駛等因素，導致和解理賠遭致嚴重的財損，請各位老師再多提醒學生務必考
取駕照、遵守交通法規並完成相關保險作業，確維個人安全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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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近期發生境外生拾獲信用卡(悠遊卡)未能交付警局，而逕行使用，遭致查獲
並依涉嫌詐欺等罪名移送偵辦。還請各位老師加強對境外生宣導，請學生們
路不拾遺，若有拾獲他人物品、金錢等，都應儘速歸還或送警局處理，切勿
心存僥倖並據為己有己用，以免涉法。
九、邇來發現境外生到課情況不甚理想，為提升與促進境外生學習成效，也為確
認境外生是否人身平安，惠請各位老師於授課期間落實進行(系統)點名，俾
利掌握學生到課情形，境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方可以協助關懷與輔導，共同
督促境外生學習。
十、如有任何境外生之問題，請各位導師儘速與境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聯絡，辦
公室設在鴻超樓 8 樓。電話分機 2317、2318、1455、1456，歡迎老師蒞臨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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