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週導生宣導事項 108/11/18
小叮嚀:1.大掃除需特別清掃教室電扇，並納入評分重點，請各班提早向總務處預約時間，同學當
下清洗完由總務處老師安裝回去教室請全校各班務必配合。
2.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全校學雜費減免申請及收件，申請期限至 11/29(五)止。請至新版校務
行政系統申請。
3. 12/2(一)大專優秀青年選拔，請四、五年級導師推薦優秀同學參加，請洽學務處課服組。
4.宿舍新規範，假日住宿登記自 11 月 1 日實施 QRCODE 網路登記作業，不受地點限制，在規定
時間內即可登記及寄副本至學生信箱。為使住宿生提早規劃假日住宿之安排，每周五至次周
三晚上九點止，皆可網路登入周末住宿登記(如 11/15(五)-11/20(三)21 點，可登記
11/22(五).23(六).24(日)之住宿)，但近日仍有下列狀況發生，
(1).補登人數太多，造成登記住宿與實際住宿人數落差太大。
(2).有學生搭臨時補登之便，先校外活動，隔天再回校，致家長誤以為在學校。
(3).宿舍老師在假日或平日非上班時間的各個時段，常接到補登住宿之電話。
為減少並管控臨時住宿更正的現象，訂立「更改取消或補登住宿之規範細節與懲處」，如下：
1.臨時補登住宿，懲處一次勞服，並依規定於一周內完成，逾時或未配合者，予懲處申誡一支。
2.臨時補登住宿或取消住宿，只接受家長在上班時間(周五 17 點及周末 20 點)內來電向值班老
師登記，恕不接受學生來電。
宿舍老師上班時間平日下午五點、假日晚上八點。
討論事項:【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如生輔組宣導內容，請寫入討論事項欄位中。

【訂購外食違反規範之懲處公告】
1.11/13(三)護 524 因訂購外食含塑膠杯，自違規日起計算一個月，禁訂外食。
2.11/14(四)護 521 因訂購外食含塑膠杯，自違規日起計算一個月，禁訂外食。
單

宣導事項

窗口

衛生保健
無
衛保活動
1. 9/18-12/18，每週三中午 12：10-13：20 於 DB02 德蘭樓 B1 韻律教室辦理瑜珈
課程，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2. 11/18(一)15：30-17：20 於德肋撒 T410 教室辦理環保講座(人數已額滿)。
3. 12/2(一)10:00-16:30 辦理全校性愛心捐血(德肋撒樓前空地)，滿 17 歲同學及
女性應四十五公斤以上，男性應五十公斤以上。歡迎踴躍參加，參加完成捐血
者，有一份紀念品。
4. 參加校內 CPR(同等級)團體考試者(如基本救命術 BLS)，學生自行填寫 CPR(同
等級)證照報名費補助申請表(下載處-高教深耕專區網頁
http://higheredu.ctcn.edu.tw/)並貼上收據正本交學務處身心健康促進組健
康中心何采澐護理師查核驗明資格，提報後逕予核撥至本校學生校務系統登載
之個人金融帳戶。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1/29(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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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作教育&餐飲衛生管理
1. 12/2(一)-12/6(五)為期中大掃除，期中大掃除需特別清掃教室電扇，並納入
評分重點，請各班向總務組預約時間，同學當下清洗完由總務處老師安裝回去
教室請全校各班務必配合。
諮商輔導
1. 11/19(二)12:10-13:20 S112 團輔室「人際關係事務所」人際關係探索團體第
五次。
2. 11/22(五)16:00-17:30 S112 團輔室「藝起談情說愛」親密關係探索團體第五
次。
3. 11/25(一)15:30-15:20 S208 教室「莘的心跳」好好愛自己講座，歡迎同學踴
躍報名參加，一起來聆聽探討戀愛心理學與暸解妳/你的戀愛潛意識!參加者可
給予勞作時數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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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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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金訊息

務

1. 請至新版校務行政系統申請/G 學生專區/G1 整合式數位學習平台/G15 減免及獎

課

助金申請/G154 學雜費減免申請/列印/繳件+相關證明文件至學務處課服組莅蒂

服

老師(新店)/學務組慶瑋老師(宜蘭)。

組

2.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因適逢年底換證，請這三類的同學
先交「申請單+戶籍謄本」，期末考試前補交 109 年證件。
3. 行天宮急難濟助，無申請期限。
4. 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優秀學生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1/22(五)止。
5. 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金會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2/23(一)止。
6. 社團法人台北市圓通功德協會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2/23(一)止。
7.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文教基金會「技藝職能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2/24(二)止。
8. EF 國際文教機構函知提供遊學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31(五)止。
9. 樹德科技大學於 108/11/18(一)、11/19(二)、11/21(四)辦理「Nii mu taan
ka hako utux─看見彩虹」原住民族文化週，歡迎原住民族師生參與。(報名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樹德科大瑪大部落 x 原資中心1762618524051324/?ref=bookmarks)。
10.中國青年救國團中華民國 109 年青年獎章授獎辦法，歡迎導師推薦符合資格者
於期限前向學務處提出，報名期限至 109/1/10(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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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住民取得技術士證照獎勵辦法，考取勞動部辦理之甲、乙、丙級技術士證照
一年內均得申請，每人每級技術士證照限申領一次。

社團活動
1. 宜蘭縣政府辦理「2019 年第二屆世界 12 強棒球賽戶外轉播活動」，時間
11/12，地點：丟丟噹森林廣場，請洽 03-9251000#2633。
2. 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局辦理「2019 新北市歡樂耶誕城」，時間 11/15-1/1，請
洽：(02)21628168 分機 81103) 高銘芳小姐。
3.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辦理「新伙嘹原-多元文化祭『族服日』」校際交流活
動，時間 11/20，請洽 03-4117578#342 賴乙箴。
4.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2019 年國際志工日系列活動」，報名至 11/27，請洽
https://reurl.cc/zyDxZ7。
5. 聯合數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舉辦「圖坦卡門—法老王的黃金寶藏特展」，預售
票售完為止，請洽(02)2264-0258。
6. 中華議事學會假立法院舉辦「2019-D 全國大專校院議事知能研習會」，活動日
12/7，報名至額滿為止，請洽 www.ppstation.org.tw。
生輔組
1. 五專 4-5 年級「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資料彙整如下：（心得人員嘉獎 1 次）
（2）缺個人心得感想班級：護 545、妝 541、妝 543。
（3）未繳交班級：護 542、幼 541、護 554、護 556、護 557、幼 551、妝 552
2. 友善校園創作 4 格漫畫主題：12 月 6 日中午 12:00 繳件截止，畫筆、紙張已發
給各班。
（1）四、五年級以「網路、言語霸凌、防制藥物濫用、交通安全」擇一為主
題。
（2）三年級以「防制藥物濫用」為主題、二年級以「交通安全」為主題、一
年級「網路、言語霸凌」為主題。
3. 時序入冬，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請同學針對自家或校外賃居處所之自我安全
檢視，以確保自己與家人的安全，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如下。
【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當我們聞到瓦斯外漏的氣味時，會意識到危機而趕緊處理。然而真正的隱形殺
手--「一氧化碳」，卻往往會因其具有無色、無味的特性而遭忽視，以致不幸
事故層出不窮。如何有效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確實遵照「五要」原則，是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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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
(1)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 加裝門窗、紗窗不潔及晾曬
大量衣物等情形。
(2)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 國家標準）及 TGAS（台灣瓦
斯器具安全標示）檢驗合格標示。
(3)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室外專用型（RF）、 室內強制排氣型（FE）、室
內自然排氣型（CF）熱水器。
(4)要注意安全的「安裝」：由合格技術士依安裝標準安裝。
(5)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不穩定
現象或改變熱水器設置位置或更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技術士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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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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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8(一)下午 15:30-17:20 於操場舉辦躲避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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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中心(圖書組、資訊組)宣導

劉志

1. 五專新生一年級智慧財產權測驗(測驗期間 即日起 至 11 月 30 日止)，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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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導師協助宣導新生一年級同學務必進行線上測驗。

(施

測網址 https://forms.gle/VcgosgNbAA3qv1z16)，各班測驗平均統計納入教
育部 108 學年度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自評表宣導成果
佐證之一。
2. 閱讀推廣活動已熱烈進行中(11 月 18 日閉館前回擲黃色及藍色閱讀護照)，歡
迎同學踴躍到圖書館借 108 獎補款購置的新書，完成閱讀護照即可以參加抽
獎，最大獎為 7-11 商品卡 3000 元。活動詳情請至圖書館首頁查看。網址路
徑:圖書館首頁→找新鮮→閱讀推廣活動。11 月 17 日截止，歡迎同學踴躍參
加閱讀護照。
3. 圖書館藝文展覽系列活動自 108 年 9 月 30 日起至 12 月 27 日各辦理 4 場

次展覽，台灣文化資產明信片展展出時間為 12 月 4 日至 12 月 27 日，歡迎師
生參加，學生填寫活動之滿意度與觀賞認知線上問卷，就有機會獲得 7-11 商
品卡 500 元。(共抽出 6 位)。
4. 圖書館提供影印列印服務，一卡通儲值金額(僅限悠遊卡、一卡通合作廠商)，
無法與本校影印機影印儲值系統直接感應扣抵，校內影印儲值請至(德肋撒樓
或耕莘樓)自動繳費機繳費成功後持收據至圖書館辦理。
5. 1081 電子資料庫教育訓練課程，參加者累積 2 場次全程參加者嘉獎鼓勵。場
次( 11 月 25 日、 12 月 16 日)請參考活動網頁
https://lib.ctcn.edu.tw/Find_info/database/db/10811082/108dbtraining.htm 。 請盡速領去研習證明( 9 月 16 日、 10 月 14
日)
6. 歡迎踴躍捐贈二手教科書+二手書至圖書館，學生每捐 10 本圖書記嘉獎 1
支，學生同 1 人最多可記 2 次嘉獎。
7. 教室預約系統凡預約後臨時要取消，請提早(親洽/來電/來信)至圖書館流通櫃
台取消(達 3 次違規該學期一律取消並停權)。
8. 基於校園安全管控，本校學生進出圖書館請隨身攜帶個人學生證快速刷卡進入
圖書館及自習室。
9. 歡迎學生使用學生電子郵件系統(http://mail.ctcn.edu.tw/)，登入後請使用
郵件救援登入(其它信箱或是手機驗證)避免忘記密碼而無法使用，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 服務提供本校學生使用(畢業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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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月 19 日(二)12:10 德蘭樓 4 樓聖堂平日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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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 22 日(五)11:10-12 護 511 新生祈福禮，地點:德蘭樓 4 樓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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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月 22 日(五)13:30-14:20 妝 511 新生祈福禮，地點:德蘭樓 4 樓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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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月 22 日(五)15:30-17:00 心靈泉源讀經小組。地點:德肋撒樓 T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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