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週導生宣導事項 108/12/9
小叮嚀:1.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週記抽查日期為 108/12/11（三），當天中午 12:00 以前送課服組
2.12/13(五)晚餐及 12/14(六)早餐，校內正常供餐。

討論事項: 12 月份健康宣導衛教：病毒性腸胃炎，衛教單張詳如附件。請寫在討論事項中。

【訂購外食違反規範之懲處公告】
1. 12/04(三)護 537 訂購外食含塑膠杯，自違規日起計算一個月，禁訂外食。
2. 12/05(四)護 526 訂購外食含塑膠湯匙，自違規日起計算一個月，禁訂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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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
1. 轉知教育部來函：氣溫略降，更適宜病媒蚊生長，為維護師生健康，務必落
實相關防疫措施，參見以下訊息：
(1)請各班班級務必落實每週定期巡檢登革熱自我檢查。
(2)平時請著淺色長袖衣褲、使用防蚊藥劑、就寢加掛蚊帳防蚊措施。
(3)若最近至至東南亞地區入境後，應自主監測 14 天，如出現發燒、頭痛、
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時，應盡速就醫，主動通報老師。
2.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截至本年 11 月 12 日止，亞洲地
區計有 10 國有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另非洲地區亦有 31 國、歐洲地區計 19 國
有相關疫情。為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請參閱以下訊息：
(1)出國必看不買清單:假期出遊，勿攜帶動植物產品回國(如禽畜肉類及加工
製品、寵物食品、未全熟蛋、鮮奶、內臟、血液、未加工的骨骼/角/毛皮/羽
毛、生鮮植物)。
(2)其他有風險的相關產品(昆蟲、生鮮菇類、栽培介質、有機肥料、土壤、
木材)。
(3)罰則：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5 條之 1 規定，旅客違規攜帶肉類製
品入境未申報檢疫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外籍人士不具
居留證，受罰 20 萬元罰鍰且未能立即繳清者，拒絕其入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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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的時間若與上課課堂衝突、請儘速與其他班級調換、且調換之班級
雙方代表須至健促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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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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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餐飲衛生管理

何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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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澐護

組會查證，懲處班勞一支。
2. 12/14(六)校慶當天，注意事項：
(1)打掃時間及倒垃圾時間(如下)，在聖母樓一樓電前倒垃圾，各掃區垃圾桶
請淨空，若未淨空或倒蓋的班級，將於閉幕式結束後留下。
(2)高年級掃區為當日分配之集合教室，無複檢制度，如果兩班一起使用之教
室，成績兩班一起算，打掃時間為下午 14：30-15：00，垃圾桶請淨空，若
未淨空或倒蓋的班級，將於閉幕式結束後留下。

理師

早上

中午(除五專二年級)

下午

打掃/維護時間

7：20-7：40

12：10-12：30(維護)

14：30-15：00

資回室及垃圾場開
放時間

7：20-7：40

12：10-12：30

14：30-15：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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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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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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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

許晨

1. 1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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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次(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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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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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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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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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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
視同未交未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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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送至課服組(學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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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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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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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一)辦理「發現莘福，邁向人生」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暨期末社團幹部訓
練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2. 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服務站於 109/1/1-12/15 辦理「新住民二代-新光閃閃親
善大使培力計畫」，意者請於 12/13 前洽課服組。
3. 中國青年救國團於 109/1/13-17 辦理「大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歲寒三友
會)」，意者請於 12/31 前洽課服組。
4. 中國青年救國團於 109/1/18-22 辦理「全國大專康樂輔導人員研習營」，意者
請於 12/31 前洽課服組。
5. 劇坊掌中劇團辦理「唐小鴨的布袋戲工廠」，報名至 12/31，請洽 0936-302916
6. 雲林縣虎尾鎮公所辦理「『文化守環 環境共創』虎尾圓環創意徵圖活動」活
動資訊，徵件時間至 12/31，詳細活動請洽 https://reurl.cc/vnEdY1。
7. 國立國父紀念館文華軒於 108/11/29-12/18 辦理 2019 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多
元藝術畫展---「看見ㄒ一ㄣ世界」，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8. 教育部辦理「2020 總統教育獎」遴選活動，徵件時間至 12/31，，意者請洽課
服組。
9.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學生會與臺灣學生聯合會於 109/1/15-1/16 辦理「2020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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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治新春工作坊」研習，報名至 12/18，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tQJDCctVyNKbyTVb9，活動網址：
http://bit.ly/2qXvC0A。
生輔組
1. 已逾期尚未繳件「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班級資料如下：
（1） 缺件班級：護 545、妝 541 缺心得感想
（2） 未繳交班級：護 542、幼 541、護 554、護 556、幼 551
2. 已逾期尚未繳件「友善校園創作 4 格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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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512、妝 511、口 511
（2） 二年級：護 521、護 522、護 527、幼 522、妝 522
（3） 三年級：護 534、護 536、護 538、幼 531、幼 532、妝 531、妝 532、
口 5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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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 1-5 年級校慶點名單於 12/4 下午已放置各班班級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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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集合放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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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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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禁止帶通學生上樓，違者全寢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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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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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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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中心(圖書組、資訊組)宣導
1. 五專新生一年級智慧財產權測驗 ( 測驗期間即日起至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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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商品
卡 500 元。(共抽出 6 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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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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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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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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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劉志
銘老
師

全
人
教

生命教育
1.12 月 9 日(一)17:40-18:40 聖誕點燈禮。地點:德肋撒一樓草坪。
雨天場地:德肋撒川堂。請各班派 2 名代表參加。

育

2.12 月 10 日(二)12:10 平日彌撒。地點:德蘭樓 4 樓聖堂。

中

3.12 月 13 日(五)15:30-17:00 心靈泉源讀經小組朝拜聖體。地點:德肋撒 5 樓。

心

4.12 月 10-24 日望德樂忠信 A Child is born 耶穌與我的誕生故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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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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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台灣籍。(二)具可在日本生活之基本的日於能力者(相
當於 N4 以上)。(三)未曾在日本學校(小學、中學、高中)就讀一年以上者，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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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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