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導師會議
報告人：顏世慧學務長



要改變一個行為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新的習慣去取代舊的習慣。你必須
在大腦中另闢一條新路，每天去走它，不讓草長出來，久一點後，新路
成蹊；舊路許久不走，被草淹沒，最後就看不見痕跡了。



【賀】本校榮獲103年度校園菸害防制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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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宣導

遠離交通意外

遠離毒品與愛滋

遠離疾病-教職員健康檢查

路口絕對要減速、遠離砂石車
事先演練事件發生的處理

疾管局統計2014年11月底國人愛
滋感染累計:15到24歲占27.4％

103年12月起，每月最後一週
之星期三13:30~17:00聘請職
業醫學專科醫師進行健康諮詢
服務

就學貸款

專業技藝能競賽
獎勵

國內外競賽
及獎學金

智慧財產權

交通安全宣導
紫錐花運動

學生事務處

保險套販賣機在何處?校園內 AED 位置?



保險套販賣機建置位置:

1.行政大樓:地下一樓男女廁。 4.管理大樓:三樓男女廁。
2.圖資大樓:一樓男女廁。 5.一宿:一樓入口右側樑柱。
3.設計大樓:一樓男女廁。 6.三四宿:便利商店前廣場。
7.校園內統一超商內亦有販售。



本校目前設置AED共5台，供緊急發生使用，位置如下:

1.壹軒樓健康促進中心
2.貳資樓一樓大廳
3.叁嵐樓一樓大廳
4.行政大樓一樓
5.圖資大樓一樓

健促中心 參嵐樓 貳姿樓

行政大樓 圖資大樓



【賀】本校榮獲103年度生命教育績優學校



請導師多利用「電話」，即時轉介學生

諮商心理師：

設計、應社院：黃暐婷－2127

資訊、管 院：黃楷翔－2113

把握期末時間，儘量在學期結束前三週
轉介到諮商中心，以便提供及時協助

轉介學生小撇步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導師會議

時間：104/02/25（三）

地點：L0105

生命教育工作坊（園藝治療）

活動預告



招收身心障礙甄試及單招之各系，可多利用教

育部補助經費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學習及人際適

應（課後輔導、協助同學工作費）

特教種子老師制度：培訓種子老師、協助全系

的特殊需求學生。

特殊需求學生輔導資源

特教種子老師本學期有哪些活動?



日期及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地點

103.10.16(四)
11:00~13:00

【認識自閉症與智
障生】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劉萌容教授

圖資大樓
LB 103

103.11.11(二)

下午1:30-3:30

【身心障生的生涯
與轉銜】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
健諮商研究所
林真平教授

圖資大樓
LB 103

特教種子老師培訓課程:



健康促進中心



●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規定

●年齡規範：

年滿65歲以上者，每年檢查1次。

40歲以上未滿65歲者，每3年檢查1次。

未滿40歲者，每5年檢查1次。

●配合新法施行及其年齡層規範，今年度全面同步進行
及完成(103年12月31日前)健康檢查。

●未依規定完成者，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6條規定，
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緩。

教職員健康檢查

本校教職員健檢數值異常冠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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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健康檢查

●胸部X光異常：心臟肥大佔15.3%

●自103年12月起，聘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進行健康服務【每
月最後一週之星期三13:30~17:00於健康促進中心】





學校
證照類別 樹德科技大學

英文證照
一. 本校認列之英語證照，全額獎助

(TOEIC須達350分、大學語測須達170分)。
二. 本項獎助金額以6,000元為上限。

政府機關
一. 丙級獎助半額，勞委會乙級獎助全額。
二. 本項獎助金額以3,000為上限。

國際認證 等同丙級半額獎助。

其他 等同丙級半額獎助。

備註

一. 申請之證照需符合「校務基本資料表表冊4-8」證照認列
標準。

二. 證照獎助金申請僅獎助考照費用，不包含行政費、領證費
等。

*請參酌附件資料

證照獎助



總人數：7,784人
建置人數：6,465人
建置率：83.05%

學制 總人數 填答人數 百分比

大一 2,005 1,553 77.46%

大二 2,049 1,607 78.43%

大三 1,929 1,660 86.05%

大四 1,801 1,645 91.34%

全校 7,784 6,465 83.05%

資料擷取時間:103年12月12日8:00

(由電算中心後端系統截取填寫數據)

學生歷程檔案(全校)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四技日間部各年級學生填寫概況

EP建置率冠軍系所?



EP建置率

日四技:

第一名: 電通系

第二名: 金融系

第三名: 資管系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續)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
1.各班級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情形，敬請參閱【附件一】。

2.敬請班導師協助尚未完成學習歷程檔案的學生進行建置，

建置方式敬請參閱【附件二】。

3.未建置人數達班級人數1/2(含)以上，敬請老師規劃日期、

時間，並帶領學生至電腦教室，職發中心將派員協助宣導

建置。

4.若學生個人有意願，亦可自行攜帶筆電，或是至職發中心，

中心將派員協助學生建置。

社會力
提醒各班級教師，記得上傳班級活動，以提升各班級、
學生社會力指標數值。



103學年度第2學期將邀請

臺灣銀行人員到校辦理

就學貸款簽約對保業務

日期：104年1月7~8日(星期三、四)

時間：10：00~16：30

地點：行政大樓1樓開標會議室

就學貸款



2
1

【樹德科技大學學生參加研討會或校外參展助學金】

對象：由本校舉辦或指派在學學生（境外學生除外）參加之
下列活動，均可申請補助。

第一類：校外學術研討會、參加專業技藝能競賽。

第二類：校外作品展、畢業展及學術營隊活動。

申請：應由各系所或行政一級單位於活動前二週向學生事務
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核銷：活動結束後於二週內，檢附下列文件向生輔組核銷：

（一）申請第一類活動：印領清冊、住宿核銷憑證及心得報
告每人乙份。

（二）申請第二類活動：團體代領人印領清冊、核銷憑證及
活動成果報告書。

國內外競賽及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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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學生參加專業技藝能競賽獎勵】

對象：本校在籍學生（境外學生除外），其參與競賽項目應
與就讀所系科相關始得認列(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且未於
決賽中得獎不予認列)。競賽區分為以下四類：

(一)國際（外）：在國內舉辦之國際競賽應至少三個國家(含)

參與競賽，不含大陸、港、澳地區，國外競賽係在他國舉辦
之競賽，國際性組織於大陸、港、澳地區主辦之競賽，可列
計國際(外)競賽。

(二)教育部：以教育部名義舉辦之競賽。

(三)國內：國內各機關主辦之競賽，應至少三個(含)以上不
同單位參與競賽。學校受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單位委託(協
助)舉辦全國性之專業技(藝)能競賽，始得認列。

(四)大陸港澳地區：於大陸、港、澳地區主辦之競賽。

申請手續及期限：學生須於得獎當學期向生活輔導組提出申
請方可認列。若於寒暑假期間參賽獲獎者，得於次學期開學
日後二週內提出申請。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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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

請教師協助提醒學生下列事項：
＊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
＊請勿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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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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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

年關將近，聖誕節、跨年活動、寒假及農曆春節接
踵而來，請導師協助宣導同學參加活動時要注意：

 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
 不可酒後開車或騎機車
 行車注意交通規則
 參加活動不要熬夜及長途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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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興毒品施用現況
1、新毒品之產生。
2、不純且無均質毒品之吸食。
3、多重毒品的混合使用，危險性大幅增高。
4、吸食方式的多元化。
5、合法藥品遭濫用，如嗎啡、FM2。
6、因施用(或被害)毒品而感染愛滋的人數急速增加。

依據本部資料顯示，101年學生藥物濫用以三級毒品（愷（K）他命、FM2、
一粒眠）占最多（占施用總數約九成），二級毒品（安非他命、MDMA、
搖頭丸）次之，其中愷（K）他命因價格較便宜且取得容易，施用方便（可
磨成粉末狀，製成K 菸點燃吸食或直接鼻吸愷他命粉末（俗稱拉K）），已
成為近年校園最氾濫的新興毒品。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民95)。藥物濫用現況和趨勢。
取自:http://www.nbcd.gov.tw

紫錐花運動～瞭解學生藥物濫用徵候



(二)學生濫用藥物外觀徵候

(三)學生濫用藥物行為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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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部位 症狀特徵
眼部 瞳孔擴大(安非他命、迷幻劑) 、眼眶泛黑(安非他命、K他命) 、眼睛出血(安非他命) 

鼻部 鼻孔發紅、破皮(安非他命) 、流鼻水(K他命) 

口部 持續性口乾舌燥(安非他命) 、說話含糊不清、散慢(安非他命、FM2、K他命或其他鎮靜安
眠劑) 

手部 手部颤抖(安非他命) 
皮膚 潮濕出汗、長痘子(安非他命)
器官 主動脈弓發炎致大血管夾層性出血(安非他命)
體重 喪失食慾，體重急速減輕(安非他命、MDMA) 
其他 失眠、作息改變、緊張(安非他命、MDMA) 、大量出汗、體臭、汗液有藥味(安非他命) 、

想睡、搖晃(FM2、K他命或其他鎮靜安眠劑) 、有強烈塑膠臭味(安非他命、K他命)、臉色
慘白

情緒方面 多話、易怒、躁動不安、精力旺盛、不易疲倦，或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無精打采、
沮喪、好辯，無意義的重覆動作，情緒上出現焦躁不安。

身體方面 嗜睡、食慾不振、目光呆滯、結膜紅腫、步履不穩、靜脈炎。

感官表達方面 視幻、聽幻、無方向感。

社會適應方面 多疑、誇大、好鬥、無理性行為、缺乏動機。



(三)發現學生的異味、異狀及異樣

導師若能有效觀察學生行為上的異味、異狀及異樣，則
能及早發現學生藥物濫用的徵候並給予及時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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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味分為以下幾種：
1. 塑膠味：若學生使用K菸，則會有強烈的塑膠味。
2. 溶劑味道：學生使用強力膠，其呼吸、頭髮、衣服會有溶劑味。
3. 藥味：學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其汗液會有明顯的藥味。

 異狀（濫用藥物者初期症狀）可分為以下三點來觀察：
1. 眼眶泛黑。
2. 瞳孔不正常的放大（吸食甲基安非他命、幻覺劑）、縮小（吸食海洛因）。
3. 時常流鼻水、流眼淚、噁心、嘔吐；常打呵欠精神欠佳，課堂中長趴睡難以叫起，

情緒起伏不定，焦慮，猜忌多疑食慾變差體重減輕等。
 異樣分為以下二點來觀察：

1.校內出現疑似吸食毒品的器具。
2.學生身上有藥物濫用的異味。



＊反毒資訊
（一）各縣市設置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除了加強反

毒宣導外，並設置有24小時免付費戒毒成功
專線(0800-770885，請請妳，幫幫我)

（二）紫錐花運動官方網站 http://enc.moe.edu.tw/

（三）行政院衛生署反毒資源館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4

（四）法務部無毒家園網

http://refrain.moj.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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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c.moe.edu.tw/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4
http://refrain.moj.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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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決定用熱情擁抱生命跟工作時，你會找到生命的意。
當你的生活充滿意義時，你就會釋放出你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