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週導生宣導事項 108/12/16
小叮嚀: 1.二年級班級啦啦競賽背板請依體運組公告之位置展示到 12/27 日，12/30-31 日請清空。
2.為加強弱勢關懷及提升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餘裕物資循環再利用(附件一)，請符合申請資格之學
生，若有物資需求，請填妥幸福小站申請聯單(附件)及身分別之佐證資料，並於 12/31(二)前交至
健促組，逾時不受理，健促組會協助送至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理。
3.寒假實習新店住宿者，請 12/27 以前交住宿申請單，1/8 前自備零錢至繳費機完成繳費手續。
【訂購外食違反規範之懲處公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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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12(四)護 517 因未在規定時間內提出訂購外食申請，自違規日起計算一個月，禁訂外食。
【亂丟垃圾經監視器糾舉之懲處公告】

1.

12/9 護 523 林生於耕莘樓 116 廁所亂丟回收物，記個勞一支及健促組安排愛校服務。
單

宣導事項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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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

郭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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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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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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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
進

青護

程，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勞作教育&餐飲衛生管理

何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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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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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澐護
理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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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3(五)中午 1200 前，請將班勞抵免單、個勞及勞作時數申請暨評核表繳至健促
組，逾時視同放棄登錄該學期核銷時數。
諮商輔導

許晨

無
韋心
理師

資源教室

趙佳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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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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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金資訊

李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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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這三類同學最遲
務
課
服
組

蒂老

於期末考試前補交 109 年證件正本。

新版校務行

2. 尚未繳交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件的同學，請儘速至

師

政系統申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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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行天宮急難濟助，無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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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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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大葉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於 108/12/18(三)辦理「大葉大學原葉祭典活動siniqumis 聲活」活動，歡迎原住民學生踴躍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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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佳

1. 12/9-12/23 於德肋薩樓穿堂辦理國際志工及服務學習靜態成果展，歡迎前往參
觀。
2. 108/12/16(一)15:30-17:20 於 T410 辦理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暨社團期末幹部訓
練，歡迎同學踴躍參加。
3. 救國團辦理 109 年冬令「大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歲寒三友會)」，報名至
12/20，請洽課服組。
4. 十大傑出青年基金會之青年志工團隊-環保星勢力志工隊辦理「2019-2020 綠色微
革命-跨年任務 ACTION」，報名至 12/27，請洽 https://reurl.cc/K6dG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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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逾期尚未繳件「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班級資料如下：

李怡

（1）缺件班級：妝 541 缺心得感想
務
生
輔
組

（2）未繳交班級：護 542、幼 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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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級：護
522、妝 522
3. 教育部為提醒學生寒假期間工讀安全，避免誤入求職陷阱，預防危安事件發生，
特頒學生校外工讀注意事項及宣導懶人包，請宣導週知。如附件
4. 詐騙集團利用博奕網站及線上投資平臺，以「破解網站後臺程式」、「保證獲
利」等話術誘騙民眾投資，當民眾表示提領獲利時，歹徒會藉故拖延或以其他理
由要求再度匯款，就是「不出金」，並封鎖對方；另藉由網站購物潮，盜取網路
交易資料，假冒公務機構(公務員)及銀行客服人員來電，誘使操作 ATM 等手法，
以進行詐騙，請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165 全民防騙」網站公告資訊，或下載
「防詐達人」LINE@，協助辨別是否為詐騙手法、直接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
證，以避免受騙上當。
5. 109 年 1 月 1 日起民國 90 年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 今年寒假將要來臨，而且春
節等連續假期增加，放假 天數增多，許多家庭會安排出國旅遊，內政部役政署呼
籲 民國 90 年次（含以前）出生的男子，如果要出境，應經事 先申請核准，以
免造成困擾，影響遊興。 役政署指出，依據「兵役法施行法」第 48 條及「役男
出 境處理辦法」第 4 條規定，役齡男子尚未履行兵役義務者， 出境應經核准，
但是，近年來經常有已達役齡身分者，因 為出國前沒有辦理役男出境核准手續，
以致於在出國當天 到了機場，卻因具有役男身分而遭境管人員擋駕，無法順 利
出境，美好的出國計畫因此泡湯。 109 年 1 月 1 日起，民國 90 年次男子已屆
19 歲，達法 定兵役年齡，具有役男身分，依法尚未服役的役男，如果 要出國應
經核准；不過，若於役齡前的 18 歲之年 12 月 31 日以前出境，出國並不需申
請核准。 內政部役政署業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 統」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受理役男線 上申請短期出境，欲出國
之役男，請儘早於出國日 3 天前完 成出境之申請，經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
將立即核准出 境，列印核准通知單後，自核准當日起 1 個月內可多次使用 通關
出境。 另有關役齡男子出國（包括就學及觀光）的相關事宜， 內政部役政署網
站（http://www.nca.gov.tw/）-業務資 訊- 下載服務-常備兵徵集類，可供下載
役男出境相關資訊， 請大家多加利用。 內政部役政署 敬啟 聯絡電話：
(049)2394440
6. F701 安康線路線裁撤公告：為使大眾運輸經營永續，配合新北市政府交通局政
策，自 109 年 1 月 1 日起裁撤 F701 安康線新巴士。

芳副
組長

（1）如欲前往安康路的民眾，建議可搭乘 643、648、779 等路線公車，敬請多加
利用。
（2）如欲前往安一路的民眾，建議可搭乘綠 10、綠 15 等路線公車，敬請多加利
用。
7. 寒假實習新店住宿者請注意：
（1）即日起至 12/27 以前交住宿申請單，1/8 前自備零錢至繳費機完成繳費手
續。
（2）繳費後持收據請至宿舍老師簽章確認。(收據未經確認者視為無效)
（3）寒假 1/12-2/16(1/23-1/27 年假不准住校、不收費)
（4）繳費金額種類如下：10 天以下每天 170 元、11~20 天 每天 145 元、21 天以
上每天 130 元，冷氣費另繳。 (每個階段日期要連貫不可分開計算)
（5）申請資格：a.實習生(包括基護實習)b.在校上課(寒修生、考證照)
（6）校外打工一律不准申請住宿。
（7）寒假期間一律由舍務老師安排床位。
（8）寢室內及外掃區要分工合作定時打掃。
學
務
體
運
組

資

1. 12/16(一)2:30-5:20 於操場舉辦 3 對 3 籃球賽

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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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中心(圖書組、資訊組)宣導

資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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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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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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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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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歡迎期末結束前，最慢統計至 12 月 31 日早上十點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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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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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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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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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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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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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