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週導生宣導事項

108/12/30

小叮嚀:1.1/1(三)元旦，12/31(二)當天請全校務必確實打掃乾淨，垃圾桶須淨空，打掃時間更改為中
午打掃、下午維護。
2. 109 年 1 月 2 日週四朝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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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授獎同學於（1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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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來函，請導師加強學生麻疹及德國麻疹防治衛生教育宣導，以提升其預
防觀念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相關資訊如附件。
2. 因蚊媒傳染病國內疫情風險仍然持續，寒假將至，為維護師生健康，務必落實
相關防疫措施，參見以下訊息：
(1)請各班班級務必加強掃區巡查，定期填寫登革熱自我檢查。
(2)平時請落實自主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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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已經感染，為避免再次被蚊子叮咬，落實自主管理，並配合地方衛生及
環保單位進行各項防疫措施，以防止校園疫情擴散。
(5)有關蚊媒傳染病防疫等相關資訊，請逕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查詢，或撥打國內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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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22)洽詢。
衛保活動
無
勞作教育&餐飲衛生管理
1. 因寒冬來臨，螞蟻、蟑螂喜歡居住溫度高的場所，如：飲水機。請同學養成良
好習慣，請勿在飲水機內清洗杯、碗，或傾倒廚餘、茶葉…等，造成螞蟻孳
生，也請各班掃區有飲水機者請每日加強清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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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末大點 1/9-1/10，請各班導師協助督促，教室內外均須淨空，若留有任何
物品、垃圾及行李，將處班勞一支；期末考週打掃，一次不及格班勞一支。
4. 寒假班轉個、個勞的申請，從 12/30 早上 0800-1/3 中午 1200，QR code 會貼
在健促組門口佈告欄上，請同學自行掃描。
5. 寒假班轉個的同學，記得帶證明及申請單，於 1/3(五)下午 1720 前繳交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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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組。
6. 申請寒假期間班勞轉個勞的同學，請於寒假期間執行完畢，未執行者於開學後
會加倍懲處。
7. 因元旦放假，12/31(二)餐廳營業時間：
(1)玉華齋 0600-1400
(2)吐司工坊 0600-1230
(3)天津蔥抓餅 0600-1530
(4)意麵王 1100-1400
(5)麗宴自助餐 1100-1400
(6)纖果漾 0800-1630
(7)TEA 瓦特 0800-1630
(8)麗宴快餐 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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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訊息
1. 尚未繳交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件的同學，請儘速至新版校務行
政系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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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這三類同學最
遲於期末考試前補交 109 年證件正本。
2. 行天宮急難濟助，無申請期限。
3. 全聯福利中心急難救助專案，限急難事故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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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108 學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獎學金」，申請期限至 109/1/22(三)止。
6. 內政部移民署「108 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申請
期限至 109/3/4(三)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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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辦理 2020「活力‧E 起舞動」第 18 屆全國
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歌謠暨歌舞劇競賽，報名期限至 109/3/27(五)
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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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2020 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收件至
12/27，請洽 http://www.fajh.tp.edu.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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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洽學務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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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洽學務組。
4.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辦理「2020 Music D.N.A-流行音樂
人才培育冬令營」，報名至 1/10，請洽
http://www.popmusic.tut.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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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
1. 109 年 1 月份朝會於（2）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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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友善校園創作 4 格漫畫經評分，已依規定給予獎勵，獲獎
班級前三名如下：
（1）一年級：護 512、護 513、護 511、護 515、護 516、幼 512
（2）二年級：護 527、護 526、護 525
（3）三年級：幼 532、口 531、護 532
（4）四、五年級：護 547、妝 553
3. 已逾期尚未繳件幼 541、幼 551「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4. 期末考試期間由各科監考老師檢查服儀，經登記不合格者，納入下學期開學第
二週實施複檢，凡未完成兩次合格複檢者，將依校規予以申誡乙次之處分。
5. 軍訓室外之失物招領櫃因遺失物品眾多，軍訓室將分別於期中考及期末考將未
認領之物品視為廢棄物清理，請同學儘速認領。
6. 考試期間校園不對外開放，請學生家長及學生留意。
7. 臺灣銀行自 1 月 15 日開始受理申辦就學貸款（108 學年第 2 學期），若同學
有就學貸款申請需求，程序如下：
（1）請於 2/17（一）開學前完成；臺灣銀行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 線上填表完畢，請找就近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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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對保手續。
（2）2/17（一）開學時，將就貸申請書學校存執聯(第二聯)繳回新店校區朱
世廷老師，完成註冊手續。
8. 教育部宣導非洲豬瘟防疫及裁罰資訊:
（1）因將屆寒假及春節國內外旅遊、學術交流及境外生返鄉密集期間，為防
範非洲豬瘟疫情發生，請向教職員工生(含境外生、留遊學生)或其家長等，宣
導非洲豬瘟防疫及裁罰資訊。
（2）依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本(108)年 12 月 13 日發布之新聞稿說明，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周報指出，印尼農業部於本年 12 月 12 日宣布該
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印尼是亞洲地區繼中國大陸（含香港、澳門）、蒙古、
越南、柬埔寨、北韓、寮國、緬甸、菲律賓、韓國及東帝汶後第 11 個發生非
洲豬瘟疫情的國家。鑑於鄰近亞洲地區非洲豬瘟疫情延燒，須提升全民防疫意
識，以共同防堵非洲豬瘟疫情於境外。
（3）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5 條之 1 規定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 107 年 12 月 18 日公告的裁罰基準(如附件)，旅客自近 3 年發生非洲
豬瘟國家違規攜帶豬肉產品入境未申報檢疫者第 1 次處新臺幣（以下同）20
萬元、第 2 次處 100 萬元以下罰鍰，外籍人士不具居留證，第 1 次受罰 20 萬
元罰鍰且未能立即繳清者，拒絕其入境。
9. 教育部函轉社團法人無國界記者組織臺灣分會辦理「第 1 屆臺灣新聞界國際會
議」通知。
（1）會議時間：108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09 時至 18 時。
（2）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
（3）參加人員：學生自由參加。
宿舍管理
1.請一年級住宿生 12 月 30 日（星期一）晚上 6:40 在三樓禮堂，實施一年級下學期
（108-2）同寢床位抽籤，當天請導師（代理導師）管制晚上外出單審核，並告知未
到場者由同寢同學代抽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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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樓禮堂禁止進行除羽毛球外之球類運動,如有損壞建築物或附屬器材時應照
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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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中心(圖書組、資訊組)宣導
1. 1081 二手書捐書嘉獎活動，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早上 10 點前送達圖書館結
算，未達 10 冊 1 支嘉獎將不予認列(學生每人最多 2 支嘉獎)，1081 與 1082
學期合併計算。
2. 108 年度圖書館週推廣活動活動系列 2-「創意 DIY 手工書」設計比賽得獎公告
(護 533 第一名 Good Day-紫語錄、護 522 第二名 善良的女巫、護 511 第三
名 打掃大作戰、護 517 佳作海豚的家族。前三名及佳作得獎同學請配合 109
年元月份學校朝會(升旗)公開頒獎，得獎同學則至多 2 支嘉獎鼓勵鼓勵。達到
比賽入選門檻(有繳交實體作品與報名表)，至少給予參賽同學每人至少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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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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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 場次請參考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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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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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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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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1. 12 月 31 日(二)新店校區 12:10 聖誕節八日慶期彌撒。地點:聖母樓 4 樓聖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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