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處工作報告
顏世慧學務長 107年6月14日

106-2期末導師會議







•就學貸款：
•在校生：107年8月1日(三)至8月31日(五)止。
•新 生：107年8月22日(三)至9月5日(三)止。
•延畢生：加退選日至107年9月26日(三)止。
弱勢助學：辦理時間：107年8月1日至9月25日止
學雜費減免：
•第一階段申辦已於107年6月4日(一)截止。
•第二階段申辦期限：107年8月1日(三)起至107年9月21日(五)止

學生操行評分:辦理時間107年6月6日至107年6月20日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 :本學期收件至107年7月2日止

如已確定獲獎但尚無法取得獎狀或其他正式證明文件時，請先列印
官網公告獲獎名單，待取得獎狀後再補繳影本。



學生獎懲 :請導師注意是否有學生獎懲簽核。

學生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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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內皆未簽核者，系統將視為不同意。

學生兵役：學生有兵役相關問題（緩徵、儘召、免役、
出國等）請逕至生輔組洽詢張淑慧教官。（分機2114）



市售改裝混合填充

破壞原貌再包裝，有拆封痕跡

山寨品牌混合填充

包裝完整，無拆封痕跡

自創包裝卡通圖樣
以花樣炫麗、特殊造型吸引青

少年食用

毒品混合變裝新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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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害防制法16條、31條規定

第16條 下列場所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

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第31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

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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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內違反規定在非吸菸處吸菸者，下列三選一：
1.校園服務2小時。
2.罰鍰新台幣200元。
3.依學生獎懲規則，予以申誡以上之處分。





暑假假期即將到來，請各位導師協助提醒同學要隨時注意：

交通安全-行車注意

貸居安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注意人身安全

工讀安全-注意職場陷及危安因素

防範校園人危意外-注意自我保護

同學若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





本學期導師成績相關訊息提醒

 導生訪談輸入日期：107.07.02(一)前完成。

 主任導師評分：107.07.03(二)～107.07.06(五)前完成。

 106-2導師成績查詢：107.07.10(二)～107.07.16(一)。

★

評量項目 日四技 其他學制

1.主任導師評量 10% 15%

2.導生評量 45% 50%

3.學生在學率 5% 5%

4.學生歷程檔案社會能力指標 10% 0%

5.學生事務處評量分數 (導師會議10%、導師輔
導知能研習6％、導師操行成績(含賃居生訪談或
獎懲)4％、導生訪談10%、四技新生班級(大一
新生班）10%

30% 30%

106學年度各學制導師評分標準 (107學年度將修訂)



107學年度導師業務精進

修訂優良導師甄選辦法之評分標準

延畢生導師改由主任導師指定

提醒導師關懷缺曠課過多學生

學務處各組提供更多元豐富之班級輔導場次，協助導

師班級經營



修訂優良導師甄選辦法評分標準
•107學年度起適用

評量項目 日四技大一 日四技 其他學制

1.主任導師評量分數 10% 10% 15%

2.導生評量分數 45% 45% 45%

3.班級經營 12% 12% 12%

4.學生事務處評量分數-(1)～(5)加總 33% 33% 28%

(1)導師會議 (10%) (10%) (10%)

(2)導師輔知研習 (6%) (6%) (6%)

(3)操行、賃居或奬懲 (4%) (4%) (4%)

(4)導生訪談 (8%) (8%) (8%)

(5)學生歷程檔案及U-CAN職能檢測建置率 (5%) (5%) (0%)

5.日四技大一外加大學領航課程、服務領導教育 10% 0% 0%

6.鼓勵導師辦理班級活動，每場次加2分，至多5
場

最高10分 最高10分 最高10分

總分 120 110 110



新增評分項目說明
學務處將提供更多元豐富之班級輔導活動，歡迎導師多加利用

班級經營：12%。

每學期辦理4次班會並上傳班會記錄至導師系統，每次3 分
步驟：
1.每月召開一次班會，請班代協助拍照、做紀錄(word或PDF檔，含4張照片)
2.導師於導師系統上傳班會紀錄，並勾選參與學生，即可同時完成班會紀錄與

學生歷程檔案之社會力。(操作介面及步驟於107學期初公告)

鼓勵導師辦理班級活動：班級活動：外加10%

為能使導師成績更具鑑別度，並呈現班級經營多元化，鼓勵導師主動舉辦各項班級
活動，每場次加2分，至多5場。
步驟：
1.安排班遊或各項學生活動，亦可預約學務處班級輔導及活動。
請班代協助拍照、做紀錄(word或PDF檔，含4張照片)

2.導師於導師系統上傳班級活動紀錄，並勾選參與學生，即可同時完成班會紀錄
與學生歷程檔案之社會力。(操作介面及步驟於107學期初公告)



延畢生導師改由主任導師指定
目前延修生由畢業班導師接續輔導，107學年度起，將改

由主任指定導師。

依據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四條：
導師聘任規定：各系延修生由各該系（所）主任導師擔
任導師，或指定其他教師擔任之。

建議可指定由「原導師」接續輔導。

請畢業班導師於暑假期間協助關懷延畢生，提供學習方面

的引導及情緒支持。

缺曠課學生輔導機制

107學年度起將定期通知缺曠過多之導生名單

請導師主動關懷、適時輔導，降低因缺曠過多導致之休、退學。



•利用班會或課堂前後約10分鐘施測，或轉發連結至班級群組

• 填答方式：(需先登出原手機之Google帳號才能填答)

•1.行動裝置

•2.首頁公告連結
• 6/29截止

手機掃瞄QR
code

以校務信箱
之帳密登入

開始填答

點選此公告！





證照及技能檢定
1.TQC+專業設計人才

2.全國技術士 /即測即評及發證試務作業

校外實習
1.實習學生填寫自評問卷

2.實習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

校友
1.畢業一、三、五年動向調查。

2.傑出校友遴選。

高教深根計畫
1.證照輔導班

2.弱勢助學金-完善弱勢學習輔導勵學金

(1)學習歷程檔案優化勵學金

(2)就業力養成勵學金
(3)證照輔導考照勵學金
(4)就業媒合勵學金

證照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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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後一、三、五年動向調查

 依教育部書函辦理，101、103、105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三、
五年「畢業生流向調查」開始進行，預計8月起開放調查(尚未公告)，
敬請協助調查。

 1.調查方式：請各系委派教師帶領工讀生執行問卷調查(電話、
EMAIL)。

 2.問卷寄送：第一批發送：學務處職發中心，第二批發送：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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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第2學期導師校外賃居生訪視表，請
於本學期6月29日前繳交。

 107年度暑假住宿申請

 1.第一階段申請時間：即日起至6月27日下午4時截止!!

 2.自7月2日下午5點起至年9月7日上午10點止

 3.住宿地點：文薈館



家境清寒僑生得檢附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
文件，向住服組提出申請，經學校審查符
合資格者，由僑務委員會補助全民健康保
險費自付額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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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1日起至2018
年6月18日前，至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辦理。

•* 逾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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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麼？

(1)學生在專業師資的帶領下，透過有計畫的社會服務活動與
結構化的反思過程，完成服務與學習雙管齊下的需求。

(2)透過服務經驗的反省，可以促進服務者的學習與發展，培
養助人態度與公民責任。也可透過服務學習與社區產生互
惠，共同成長，進而達到社會正義的價值。



課服組可以幫助老師



「學生會」

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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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需要您的大力支持

•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為學生權益發聲

• 學生意見處理與追蹤，Ex:公車班次增加

• 權益月活動～校園生活滿意度調查

• 募集聯合特約優惠

學生權益

•校慶演唱會、聖誕公益晚會、社團嘉年華

•大學T、新生服務

•星Song盃歌唱比賽、ＳＴＵ極限之夏

全校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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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需要您的大力支持

• 促進系學會.社團發展~社團嘉年華

• 補助系學會&社團辦理特色活動

• 三合一選舉～與系學會協力辦選舉

• 器材、場地等服務

系學會.社團
最佳支援

• 每年製作專屬會員貼心禮物

• 主動追蹤提醒會員領取禮物會員禮物



老師可以如何支持學生會



時間：107.10.20 (六) 11：00～18：00

地點：行政大樓前廣場

攤位主題：吃、喝、遊戲、義賣、文創品…皆可

賺班費、凝聚班級向心力的好機會

報名請見課服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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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
日四技新生領航營

107.9.2(日)~107.9.6(四)新生領航營

【5天4夜，所有日四技新生必須參加！】

107.8.27(三)~107.9.1(六)志工行前培訓
107.09.02(日)新生入住

樹德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感謝您的付出
樹德因為有您，所以共好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