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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2年 3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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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博碩士獎學金申請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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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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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校外相關獎助學金，請參照校園消息及課指組網頁申請辦理。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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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預計 4/10（一）召開「111級應屆畢業生聯合會暨第 6次工作會議」。 

（三） 預計 5/8（一）召開「五長與學生代表座談會」。 

（四） 預計 5/22（一）下午召開「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 

（五） 3/25-26 北藝大藝術服務隊前往虎尾科技大學，代表本校參與全國社團評鑑「年

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評選」入圍決賽評選。 

（六） 貨櫃屋空間外牆設計圖提案於 4/10截止。 

三、 【服務學習】 

（一） 學期第 6週大四、大三服務學習點數預警名單，寄送系辦助教。 

（二） 3/27（一）服務學習週會講座，邀請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小丑醫生陳敬萱（劇

藝所校友）到校分享。 

（三） 3/28（二）中午召開本學習「服務學習委員會」。 

（四） 111-2申請藝術媒合社會連結執行專案，3門課程、5個校友專案及社團一共 12個

專案（含暑假營隊：台東鸞山國小、南投魚池國小、新城國小、阿里山國中小及

多寶學堂藝術寫生旅行）。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青發署職涯計畫預計於 3月底修正完成。 

學生住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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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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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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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11-18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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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3辦理 112學年「研究所新生」住宿網路登記申請作業。 

五、 研究生宿舍住宿生持續反映：「宿舍沒有 WIFI，建議盡快建置」。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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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主要道路上裝置減速墊（路凸）目的是要大家行駛於該路段時要減速（30km）

慢行。然近日有一起車禍為，學生行經鷺鷥草原減速墊前未減速慢行，導致機車

上的手機自手機架上掉落後，緊急路邊停車時遭後方機車追撞。再請各系所呼籲

同學，除依規定速限行駛外，也要檢查車上相關裝置是否牢固，避免再發生類案。 

二、 【防詐騙宣導】 

全民普發 6,000 元可於 112/3/22 起至政府專責網站「https://6000.gov.tw」預

約登記；這段期間收到可疑簡訊、EMAIL或電話，都請先多方查證，以免個資被竊

或遭詐騙。認明官方網址有小眉角： 

（一） 政府預登記網站的 6000是數字 0，不是英文字母 o。 

（二） 認明政府機關專用網址結尾，gov前面一定是「.」，不會冠上其他英文或數字。 

（三） 結尾不會有「com」。 

 財政部指出，如果看到這類網站，除了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112/3/20開始，

任何關於普發現金 6,000元的疑問，也可撥打「1988」專線（原紓困專線）詢問。 

三、 【校園菸害防制】 

（一）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行政院公布於 112/3/22正式施行，其條文增列大專校院為

全面禁菸場所、提升禁菸年齡至 20歲，並將電子煙歸類於類菸品全面禁止、加熱

菸列入指定菸品加強管理等，本校依教育部之「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工作參考指引

問答集」，訂定本校「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正條文各單位注意暨分工事項」，業已於

3/10行文各單位，提供辦理菸害防制工作之參考。 

（二） 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所有教職員工均負有責任勸阻校內違規吸菸者，請各

管理單位加強建物及教學空間場地之巡查及勸阻工作，以避免受罰。 

四、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一） 教育部第六屆【我的未來我作主】校園防制毒品暨霸凌微電影競賽活動，收件日

期至 112/6/7 止，已透由本組臉書粉絲專頁及 EDM 寄送所有學生，請各系所協助

宣傳，並鼓勵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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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兵役作業】 

（一） 本學期截至 112/3/21 止，學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人數共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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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徵消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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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人次。 

六、 【學生缺曠管理】 

（一） 本學期截至 112/3/21 止，曠課達 13小時以上之同學計有 20 名（音樂系 3名、傳

音系 3名、美術系 2名、電影系 1名、戲劇系 2名及舞蹈系 9 名)，其中曠課達 25

小時以上之同學計 2名（舞蹈系）業已通知家長暨學生。 

（二） 期中學生缺曠明細預定於第 9 週（4/10）以 e-mail 寄發學生及任課教師參考核

對，如有誤植時請於 7日內提出勘誤申請。 

七、 【智慧財產權宣導】 

（一） 112/3/20週會時間已辦理智慧財產權講座，邀請經兆國際法律事務所黃上上律師，

分享「智慧燦爛．躍升財產－談談智慧財產」加強學生對智財權之認知。 

八、 【導師業務】 

（一） 辦理本學期導師費發放簽核事宜。 

（二） 本學期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議於 112/4/17（一）上午 10:30〜12:40 假基進講堂

辦理，邀請好氏社會企業－邱鈞評講師分享：「我和我的距離－覺察與改變」，請

各系所班級導師預留時間與會。 

衛生保健組 

一、 【傳染病防治】 

COVID-19防疫新制宣導：配合指揮中心公布 112/3/20起篩檢陽性者輕症免通報、

免隔離、改採自主健康管理之防疫政策，篩檢陽性者應變措施重點說明如下： 

（一） 輕症或無症狀者：建議第 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暫時不入

校上班上課；如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快篩陰性則可提早解除。 

（二） 篩檢陽性者如為住宿學生:建議第 0日及次日起 5日內返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如

欲留校者，由學校評估校內宿舍使用量能，協助學生入住與一般寢室有所區隔之

「照護宿舍」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三） 0+n自主健康管理指引概要： 

1. 有症狀建議在家休息，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2. 外出時全程戴口罩，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或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人之場

所。 

3. 勿與他人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聚餐、聚會、公眾集會等。 

4. 如須前往醫療院所，請遵守公布之醫療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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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戶同住者日常生活須採取適當防護，包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良好衛生習慣

等。 

（四） 輕症患者就醫建議：自行快篩陽性後，如具下列情形者建議儘速就醫。 

1. 出現警示症狀：如呼吸喘或呼吸困難、持續胸痛或胸悶、意識不淸、皮膚、嘴唇

或指甲床發靑、無法進食、喝水或服藥、過去 24小時無尿或尿量顯著減少、測量

血壓之收縮壓<90mmHg、心跳在無發燒情況下>100次/分鐘。 

2. 具重症風險因子：如 65歲以上長者、孕產婦或具慢性病史（氣喘、癌症、糖尿病、

慢性腎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疾、結核病、慢性肝病、失能、 精神疾病、失智

症、吸菸、BMI≧30、影響免疫功能之疾病）等。 

二、 【健康促進活動－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一） 菸害防制宣導：於 3/20、3/22與課指組、體育中心合作，共辦理兩場次。 

（二） 健康飲食宣導：於 3/29與住宿中心合作辦理一場次。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 111-2學期（112/2/13〜3/31）個別諮商達 407人次（91人），來談議題排序分別

為：情緒困擾、家庭議題、情感問題。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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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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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3/22中午辦理「當太陽遇見黑子」生命教育與自我照顧系列宣導活動。 

三、 【生涯與就業諮詢輔導】 

（一） 3/27辦理舞蹈先修班三年級畢業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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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邀請藝管所校友鄭達敬（攝影藝術家、國家交響樂駐團攝影師）擔任學生生

涯諮詢業師，提供學生一對一諮詢，預計服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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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20 上傳特教通報網系統完成，共計 5

位學生提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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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籌劃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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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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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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 「4/20性別平等教育日」將於 4/19-20在貨櫃屋進行系列宣導活動（包含：密室

逃脫、身體工作坊、手做個性小物、TNUA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回顧靜態展）。 

體育中心 

一、 111學年度第一屆系際盃籃球錦標賽，於 112/3/20（一）-3/21（二）進行，雨天

備案 3/22-23 共計 2 日，參加競賽男生 7 隊，女生 4 隊共計 11 隊，體育中心於

111 學年度開始為推廣環保及永續發展，不製作獎盃，將製作獎盃的費用移為獎

金，希望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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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中心體適能中心（健身房）每週二下午 5:00〜7:00免費開放（寒暑假不開放），

聘請專業工讀生管理，希望藉由優質之室內運動休閒環境，提供教職員工生紓解

身心壓力，促進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