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週導生宣導事項 108/12/2
小叮嚀: 1.國際志工招募，趕快來參加國際志工社！12/16 18：30-20：10 為國際志工出團徵選。
如下想踏出舒適圈，邁向不同的旅程嗎!!! 詳細資訊都在 QR code 內，
有任何問題可上 IG:ctcn_volunteers
2.校慶販售飲食的攤位，請於攤位中提出鼓勵自備餐具之獎勵方案(如加量不加價)，
當日彈性開放園遊會使用免洗餐具，唯禁用保麗龍餐具。有意願設攤位的班級或社團
請洽課服組。
3 凡班級至各場地練習啦啦完畢，遺留垃圾未清理造成校園髒亂，經糾舉後健促組會查
證，懲處班勞一支。
4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週記抽查日期為 108/12/11（三）
5 12/4 朝會，授獎同學於（12/2）星期一中午 12 點至操場（雨天後川堂）參加朝會預
演彩排（晴、雨各乙次），未參加彩排同學不納入朝會上台授獎。

單

宣導事項

窗口

衛生保健
1. 12/23(一)13:30-17:00 於聖母樓 B1 餐廳進行(五專一至三年級)學生流感疫苗施
打，請 1-3 年級導師協助督促衛生股長於 12/2(一)前將接種意願書並造冊完成
交回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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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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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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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作教育&餐飲衛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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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2(一)-12/6(五)為期中大掃除，請全校各班務必配合。
2. 12/16(一)16：30-17：20 在 S208 教室召開「服務環保會議」，健促組老師及
服務幹事均會參加，請五專 1-5 年級各班服務環保出席，無法參加者請找代理
人，無故未到累計 2 次者依校規予申誡 1 次。
3. 12/16(一)15：30-16：20 在 S208 教室召開「學生伙食輔導會議」，總務處、
學務處老師及餐廳代表均會參加，請五專 1-3 年級各班伙委於開會前收集班上
對餐廳的意見，無法參加者請找代理人，無故未到累計 2 次者依校規予申誡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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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
1.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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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次。
2. 12/6(五)17:20 放學前截止 S113 健促組諮商輔導「照片，不只是照片」復仇
式色情或未經當事人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防治 宣導漫畫創作競賽，獎金第一名
2000 元，第二名 1500 元，第三名 1000 元，佳作 500 元(三名)，其餘佳作者還
有精美獎品與參加獎，歡迎同學踴躍報名參加!請親至 S113 繳交報名表與作
品。
資源教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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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金訊息
1.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全校學雜費減免申請及收件，申請期限延長至 12/6(五)
止。請至新版校務行政系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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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組莅蒂老師(新店)/學務組慶瑋老師(宜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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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週記抽查日期為 108/12/11（三），請於當天中午
12:00 以前將全班週記及班級名條（註記繳交狀況）送至課服組莅蒂老師(新
店)/學務組慶瑋老師(宜蘭)，並請注意下列事項：
 請交班級名條，未交之學生註記於班級名條上，並請導師簽章，以利本組
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七條第九款辦理申誡。
 應繳交至少批閱 3 篇之週記。
 負責同學請將週記打開至最後一頁，並依座號排序。
 請於 12/11(三)當天 8:00-12:00 送至課服組莅蒂老師(新店)/學務組慶瑋

3.
4.
5.
6.
7.
8.
9.

老師(宜蘭)，逾期視同未交未批改。
 送至課服組時，請負責同學於週記最末一篇加蓋「週記登記章」。
 被抽閱同學週記留在課服組，其餘週記請帶回發還同學。
行天宮急難濟助，無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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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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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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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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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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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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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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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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一)辦理校內大專優秀青年校內評選，歡迎同學踴躍參與。
2. 12/8(日)國際志工社辦理「致理 亞東 耕莘—盛夏光年．追夢者 」三校聯
合成果發表，報名請至 https://forms.gle/uh54jAhuxEqDbdVp7。
3. 12/14(六)辦理「聖誕來臨，莘福降臨」聖誕公益園遊會，歡迎同學踴躍參
與。
4. 弘光科技大學邀請原住民舞團布拉瑞揚舞團演出「漂亮漂亮」舞碼，活動日期
11/28，請洽 04-26318652 轉 6186 許仁慈。
5. 勤益科技大學弦音吉他社辦理 2019 年第 5 屆勤弦獎全國大專、高中職校木吉
他民歌大賽，比賽時間 12/14-15，請洽阮品嘉 0912-760-032。
6. 臺中教育大學學生會與臺灣學生聯合會訂於 109 年 1 月 15 日至 1 月 16 日辦理
「2020 學生自治新春工作坊」研習活動，報名至 12/18，請洽
http://bit.ly/2qXvC0A。
7. 人文展賦教育基金會於今年度十二月份舉辦展賦系列教育課程活動，請洽 039775222。
8. 內政部移民署北區事務大隊臺北市服務站之「新住民二代-新光閃閃親善大使
培力計畫」徵選，報名至 12/20，請洽（02）23889393 分機 2974。
9. 銘傳大學舉辦 2020 銘傳大學寒假營隊」，活動時間：1/20-1/21，請洽
http://seniorhigh.mcu.edu.tw/。
生輔組
1. 12 月份朝會於（4）星期三，朝會為重大集會，請五專一至五年級同學注意集
合時間，副班代、風紀要求同學於 7:35 分前集合完畢，人員清點後寫班級朝會
點名單，並繳交面對司令台右側有臂章的糾察統計，請同學熟悉操場班級位置
圖；無故未到者將以小過處分，遲到者為申誡處分遲到人員由校級幹部登記管
制及朝會期間學生因故離開需向校級幹部登記事由時間管制，回來時登記消除
時間，因此朝會時間為學校重大集會，朝會請假請依規定檢附相關證明。
2. 授獎同學於（12/2）星期一中午 12 點至操場（雨天後川堂）參加朝會預演彩排
（晴、雨各乙次），未參加彩排同學不納入朝會上台授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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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缺件班級：護 545、妝 541、妝 543 缺心得感想、幼 552 缺全班簽名
（2）未繳交班級：護 547、幼 541、護 554、護 556、護 557、幼 55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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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年級尚未繳交班級如下：（有一件作品未註明班級、學號、姓名）
（1）一年級：護 511、護 512、護 513、護 514、護 515、護 517、幼 511、幼
512、妝 511、口 511
（2）二年級：護 521、護 522、護 527、幼 522、妝 521、妝 522、口 521
（3）三年級：護 534、護 535、護 536、護 537、護 538、幼 531、護 532、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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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妝 532、口 531
5. 108/12/14(六)48 週年校慶暨聖誕公益市集園遊會相關注意事項：
（1）校慶為全校性重大集會，當天各班須點名 4 次，區分中午、下午(班級自
行律定時間) 、開幕、畢幕集合放學。請假一律遞送紙本假單(不適用線上請
假)，請整日 8 節課、半日 4 節課，科目名稱為「校慶」。
（2）兩校區比照平常上學規定，專一至三年級不可離校，校門口監視器全天候
監控，外出請依規定申請；專四、五年級可自由進出校園。另當日兩校區轄區
派出所員警於學校駐點，協助維護校園安全工作。
（3）新店校區住宿生 12/13(五)一律住校，晚上管制於宿舍活動，18 時 40 分
第一次點名，22 時 10 分就寢點名，外出(宿)同平常規定。
（4）提醒同學不可提前離校，各班必須等到校慶結束及打掃工作完成後，再依
兩校區規定(兩校區依軍訓室/生輔組廣播後統一集合點名放學)。
（5）12/13(五)晚餐及 12/14(六)早餐均正常供餐。
（6）校慶當日個人貴重物品，請務必隨身保管，或以班為單位指定專人保管，
以維安全。
（7）有任何影響校園安全狀況或發現吸菸者，請立即通報教官或師長協處。
（8）校園開放學生進入為早上 6 時，家長及來賓請盡量配合活動於 8 時 30 分
後再進入校園。
6. 48 週年校慶暨聖誕公益市集園遊會新店住宿生相關規定公告如下：
（1）12/13(週五)晚上住宿生不准擅自離校，如要外出或外宿務必填寫外出
單，15：30 以前經導師、簽准方可離校，違者一律依校規處分。
（2）12/13(週五)晚自習於宿舍內活動，仍要填寫晚自習點名單。晚餐可至 B1
餐廳用餐並於 18：40 前上樓。晚自習期間請勿關門、竄寢、竄樓層、吵鬧，可
做個人內務。
（3）18：40 晚自習點名、22：20 就寢點名。
（4）宿舍禁止帶通勤學生上樓，違者全寢處分。
（5）12/14(週六)早上七點前離開宿舍、檢查攜帶物品是否齊全，並把房門打
開，宿幹會負責關門。
（6）12/14 校慶電梯開放時間為早上六點至七點，下午閉幕結束才開放。
（7）因校慶有校外人士參加，請同學們注意隨身貴重物品和自身安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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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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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新店宿舍假日住宿登記 Google 表單填寫說明如下：
（1）假日住宿務必填寫 E-MAIL、寢室、班級、座號、學號、姓名。
（2）班級座號之科別以國字輸入如：護 511-01、妝 511-09、幼 511-15、口
511-17
（3）寢室之樓層請以英文字母輸入如：S801、D701、A01
（4）假日需住宿才需要勾選要住宿的日期。
（5）周五開始登記、次周周三晚上九點登記結束，彙整後通知導師知悉。例
如：11/29-12/4 登記 12/6-12/8 住宿。
高年級（五專 4-5 年級）平日外宿登記 Google 表單填寫說明如下：
（1）高年級平日因課程、實習等因素外宿，請事先告知家長、導師
（2）外宿者務必填寫 E-MAIL、寢室、班級、座號、學號、姓名、外宿原因。
（3）班級座號之科別以國字輸入如：護 551-01、妝 552-23、幼 541-33
（4）寢室之樓層請以英文字母輸入如：D601、D501、A01
（5）需外宿，請勾選要外宿日期。
（6）週四晚上九點登記完畢，彙整後通知導師知悉。
（7）未登記外宿而點名未到則處以不假外宿之處分。
（8）周日開始登記、周四晚上九點登記結束，彙整後通知導師知悉。例如：
11/24-11/28 登記 12/2-12/5 外宿。
宿舍管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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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運活動
1. 12/2(一)15:30-17:20 於操場舉辦躲避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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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專新生一年級智慧財產權測驗
( 測驗期間 即日起 至
12 月 15 日止 ) ，請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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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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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8.

7-11 商品卡 500 元。( 共抽出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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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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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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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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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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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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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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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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慧

1. 12 月 3 日(二)12:10 平日彌撒。地點:德蘭樓 4 樓聖堂。
2. 12 月 6 日(五)15:30-17:00 心靈泉源 2 讀經班。地點:德勒撒樓 5 樓 505 室。

瑛老

1. 教育部函轉公益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台灣高中生赴日留學計畫簡章」
及相關申請表格，函請本校公告周知。
(一)主辦單位：公益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台灣高中生赴日留學計畫簡
章
」
。
(二)報名期程：即日起至 12/30(一)前送繳申請書至研發處。
(三)參加對象：本校一至二年級師生。
(四)申請資格：1.具台灣籍。2.具可在日本生活之基本的日於能力者(相當於
N4 以上)。3.未曾在日本學校(小學、中學、高中)就讀一年以上者，4.可全額
負擔協會不予支付之留學相關必要費用等..。
(五)申請方式：有興趣者至研發索取相關申請資料。

郭美

師

育
中
心
研
發
處

惠老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