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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3月 13日 

重點工作—林學務長于竝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訂於 3/10前受理申

請。 

（二） 111學年度博碩士獎學金預計申請時間為 3/15〜4/15止，所有申請表格、申請資

料請學生送所屬系所辦公室進行初審。 

（三） 111 學年度圓夢助學金訂於 4/1 開始受理申請，申請書及證明文件請送至課外活

動指導組。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 已於 3/6（一）召開「111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暨第 4次工作會議」。 

（二） 預計 3/20（一）召開「111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暨第 5次工作會議」。 

（三） 預計於 3/22（三）中午於行政大樓前廣場，舉辦天文館觀測太陽暨學務處宣導活

動。 

（四） 開學辦理 111-2社團空間申請及經費補助事宜。 

（五） 輔導北藝大藝術服務隊 3/4-5 參與教育部 112 年績優青年志工團隊競賽決選榮獲

「樂苗新秀獎」。 

（六） 推薦 111 年本校社團評鑑第一名北藝大藝術服務隊參與 112 年度 3/25-26「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參與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決選。 

（七） 獲教育部 112年學務特色主題計畫部分補助 22.5萬元整，預計 3月底完成修正計

畫書及經費表報部。 

三、 【服務學習】 

（一） 111-2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提案及深耕藝術媒合服務學習專案補助 9案提出申請，

於學期第四周完成並開始執行。 

（二） 3/6 及 3/20 週會時間辦理兩場服務學習素養培訓課程，並協助專案 TA 媒合，共

23位同學報名。 

（三） 3/27服務學習週會講座於國際會議廳報名 100人上限，邀請戲劇碩陳敬萱校友分

享「小丑醫生」。 

（四） 預計 3月底辦理本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 112學年度相關課程及活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於 3/17前受理申請。 

學生住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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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8期應支付利息（55萬 0,037元）及攤還本

金（312 萬 5,000 元）共計 367 萬 5,037 元，款項預定 3 月下旬匯入第一商銀。

（預定 6月申請教育部銀行貸款利息補助） 

二、 4/6-12辦理 112學年「研究生宿舍」舊生住宿網路登記申請作業（床位釋放比例

為：研究生 7、大學部 3）。 

三、 4/11-18辦理 112學年「特殊原因」（含僑生、外籍生、陸生）優先住宿權申請作

業，未依規定時程申請者將不予受理。 

四、 持續辦理本學期賃居訪視工作，並加強宣導一氧化碳安全注意事項，訪視人員將

由住宿中心人員及校安人員協助訪視。 

生活輔導組 

一、 【交通安全宣導】 

（一） 近期校園內機車違停情形仍屬嚴重，特別是在學生諮商中心及衛保組後方（陽關

大道旁）人行道上，該區域雖有劃設機車格，但仍有許多人將機車停放在無機車

格之人行道上，當有行人通行時極易造成危害與不便。在此請大家廣為宣導外，

也請總務處加強此區域之違停處理，還給用路人安全及友善的行動空間。 

（二） 經交通部統計，經過機車駕訓較未受訓者，違規風險降低 56%，肇事風險降低 35%，

自即日起至 112/11/30 止，完成普通重型機車駕駛訓練課程並取得駕照，即能享

有補助訓練費新臺幣 1,300 元（現行收費 2,800 至 3,700 元）。透過完整駕駛訓

練，使參與訓練課程之學生具備掌握安全騎乘機車的能力。（北市機車駕訓考照補

助 實 施 中 ， 詳 細 資 訊 可 上 臺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網 站 查 詢

https://www.dot.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3C554F5F7D7C0995）。 

二、 【菸害防制宣導】 

（一） 天文館與本校課指組合作於 3/22中午假行政大樓前辦理快閃活動，本組為使師生

對新修正之《菸害防制法》有正確的認識，避免因不了解該法內容而受罰，將配

合辦理「手握健康，拋向幸福─禁菸反毒宣導活動」，並透過問答及趣味活動方式

進行宣導，藉此鼓勵同學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避免吸食菸品或誤觸毒品而

傷害自身健康，本活動提供超商禮券 50張及小禮品獎勵參加活動之學生，以達到

寓教於樂的效果，籲請各系所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三、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一） 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應於每學期開學後 3

週內提列特定人員，本次特定人員僅校車司機 1員，已於 3/2線上陳報教育部。 

四、 【學生兵役】 

（一） 本學期至 3/7止，學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人數共 139人次，其中 93次新生

與復學生緩徵申請計 82人次（93年次新生 68人次），延修生緩徵申請計 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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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徵消滅 21 人次、復學生儘召 17 人次，延修生儘召申請 2 人次、儘召消滅申請

14人次。。 

五、 【學生缺曠請假管理】 

（一） 本組於 2/1 召開之「學生線上請假系統上線實施後執行現況檢討暨改善會議」會

議決議：為使學生假單能及時處理，自學生請假單送出 7 日後無審核，系統自動

將假單送往下一審核人，另學生於請假系統提出請假申請時，即由系統主動發送

email 通知導師及任課教師，決議事項已由電算中心協助系統程式修改，預計分

別於 3/15及 3/24完成。 

七、 【導師業務】 

（一） 導師業務：本學期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議訂於 112/4/17（一）上午 10:30辦理，

惠請師長預留時間與會。 

（二） 學習預警：有關「註冊組」針對 111-1 學期學生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不及格之期

初預警通知，共有 14 名，籲請收到預警通知之導師於 3/24 前至學生學習預警系

統填寫輔導紀錄。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 學生團體保險業務：111-2學期學生團體保險費繳費期限至 3/12止。 

（二） 活動醫療救護支援：3/2-7碩博士班招生考試、3/16-18舞蹈系七年一管制招生考

試。 

（三） 防疫物資發放：因應教育部各級學校 3/6 起放寬室內戴口罩規定，為便利各單位

所屬師生臨時所需，於 3/8提供各單位備用之外科口罩一盒及防疫酒精 1000cc。 

二、 【傳染病防治】 

猴痘防疫宣導：疾管署 3/1 公布臺灣新增 2 起本土猴痘病例，國內猴痘傳播風險

上升，此波疫情以親密接觸之人際傳播為主，防疫提醒事項如下： 

（一） 前往流行地區或國內高風險場域，應落實自我防護，避免出入可能與不特定人士

密切接觸之社交活動等高風險場域。 

（二） 如出現皮膚病灶，例如：皮疹、水泡、斑疹、斑丘疹、水泡、膿疱等，以及發燒、

畏寒/寒顫、頭痛、肌肉痛、背痛、關節痛、淋巴腺腫大（如耳周、腋窩、頸部或

腹股溝等處）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三） 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國內免付費

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 

三、 【健康促進活動－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一） 擬於 3/22中午於行政大樓前廣場辦理菸害宣導活動。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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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戒菸諮詢及轉介：有意願者接受戒菸治療服務之師生可連絡衛保組協處。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 111-2 學期（112/2/13〜3/3）個別諮商達 240 人次（79 人），來談議題排序分別

為：情緒困擾、家庭議題、情感問題。 

（二） 諮商中心因諮商、晤談、成長團體、工作坊等活動，談話及活動性質緣故無法開

門窗且空間較小，為維護大家健康，自 3/6起進入諮商中心戴口罩原則如下： 

1. 諮商（含初談、預約等）、晤談、工作坊、成長團體等，於諮商及活動進行時成員

皆須全程配戴口罩。 

2. 若體溫超過 37.5度或出現感冒症狀，建議就醫並在家休息，待康復後中心再協助

進行諮商安排或改以通訊方式諮商。 

3. 進入諮商中心（含資源教室）非諮商或團體室區域洽公，得自主配戴口罩，倘若

有疑似感冒症狀仍須全程配戴口罩。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 3/6 辦理「情緒管理」、「人際迷宮」、「身心感受與減壓」舞蹈系先修班級輔導活

動。 

（二） 3/15〜/5/3辦理「你可以做得到〜關於目標與實踐的修煉」強化意志力成長團體，

預計 7場。 

（三） 3/11辦理會心志工培訓工作坊〜壓力與情緒之身體覺察。 

（四） 3月份辦理「心理解碼」正規心理測驗自我探索活動。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 3/6、3/13、3/27辦理劇設四、美術四及舞先三畢業班級「下一站，幸（信）福」

生職涯輔導活動，透過拆閱入學時寫給自己的信，協助學生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二） 3/20 及 3/22 分別邀請藝管所校友莊菀萍（飛人集社劇團經理、台北小花劇團負

責人）及科藝所校友葉彥伯（何理互動設計有限公司執行長暨負責人）擔任生涯

諮詢業師，提供學生一對一諮詢，預計服務 6〜12位學生。 

四、 【資源教室】 

（一） 111-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提報鑑定資料上傳特教通報網系統，共計 5位學生。 

（二） 規劃辦理障礙平權主題系列活動電影欣賞：4/18〈喬瑟與虎與魚群〉、5/23〈不看

鐵達尼號的男人〉，邀請許雅茹諮商心理師帶領學生藉由電影媒材，認識身心障礙

平權議題。 

（三）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舉辦、依學生需求發送學生資料知會表給任課

老師。 



2-5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 規劃 4/19-20於阿福草餐廳旁貨櫃屋進行「4/20性別平等教育日」系列宣導活動。 

體育中心 

一、 111學年度第一屆系際盃籃球錦標賽，自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3/10 (五)止，比賽日

期 112年 3/20（一）至 3/22（三）共計 3日，雨天備案 3/23-24，希望藉由團隊

運動比賽培養校內良好運動風氣，增進彼此情感、以及各系間的互動，達到強健

身心及運動素養之成長。 

二、 112年大專全國大專運動會，北區預賽比賽日期，3/25-31，本校參加羽球團體賽、

個人項目及網球個人項目，將持續強化訓練，爭取佳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