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週導生宣導事項 108/10/21
小叮嚀:1.針對近期網路恐嚇、性騷擾事件學校作為說明如下：
同學使用網路社群軟體時，要有自我保護意識，警覺性要提高，也要注意切勿因為好奇心，隨
意加陌生人進入自己社群軟體，造成心理傷害或恐懼。
遇陌生人追蹤自己社群軟體，且有恐嚇、性騷擾意圖時，應立即截圖保留證據，並封鎖該陌生
人。如該陌生人持續利用其他帳號恐嚇或性騷擾時，立即退出該社群軟體，並向教官或師長報告，
再請家長陪同至警局報案。
如廁時隨時留意廁所有無異狀，有偷裝針孔攝影設備或其他狀況時，隨時反映教官或師長。
學校將由相關單位不定時查察廁所有無針孔拍攝設備。
2.德蘭樓 3 樓半有『玩味綠活空間』，提供按摩步道，歡迎同學踴躍前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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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
1. 流感群聚事件主要發生於校園，為有效預防流感並降低流感傳播，請班導師協助

健

同學持續落實加強下列各項防治工作:

康

(1)落實良好衛生習慣:勤洗手、好的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有呼吸道症狀應配

促

戴口罩。

進

(2)生病不上課適當休息與補充水分，依醫師指示接受治療，休養期間儘量不要外

組

出參加任何活動，以避免傳染他人。
(3)保持教室清潔與通風，如同時有多位同學感冒，請務必進行環境清掃及消毒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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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一)15:30-16:20 辨理食安講座(T410)，請 1-3 年級每班至少派 3 位同學參
加，有興趣的同學亦可至健促組(健康中心)報名參加；出席同學可認證勞作時數
1 小時，活動當天請攜帶「勞作時數申請暨評核表」簽核，逾期不受理。
3. 11/11(一)-11/15(五) 12:10-12:30 於聖母樓 B1 餐廳蒸飯箱前辦理廢電池回收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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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作教育&餐飲衛生管理
1. 請大家一起維護校園環境，請勿亂丟垃圾(例如：衛生紙、廚餘、飲料杯…等)在
不是丟垃圾的地方(如：馬桶、抽屜、洗手台…等)。
2. 請學生在餐廳用餐時，餐具回收在正確位置，避免造成廠商後端尋找的困擾。

諮商輔導
1. 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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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
2. 10/22(二)18:00-20:00 S112 團輔室「追尋自我與自信的勇氣」能力強項卡工作
坊：透過牌卡瞭解自身的生涯優勢，培養生涯自信!參加可給予勞作時數 2 小時，
限 20 名，尚有 6 名額，報名請洽健促組 S113。
3. 10/23(三)18:00-20:00 輔導志工培訓：自我探索桌遊工作坊。限錄取之專一小義
工參加，將另行通知。
4. 10/25(五)16:00-17:30 S112 團輔室「藝起談情說愛」親密關係探索團體第二
次。
資源教室
無

何采
澐護
理師

許晨
韋心
理師

趙佳
珍老
師

學
務
課
服
組

獎學金訊息
1. 行天宮急難濟助，無申請期限。
2.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8 年度希望工程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1(一)止。
3. 財團法人鴻海教育基金會「鴻海獎學鯨」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3(三)
止。
4. 台灣康氏宗親總會教育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4(四)止。
5. 鹿港天后宮清寒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4(四)止。
6. 財團法人白曉燕文教基金會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警察子女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4(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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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東縣政府「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心─安心就學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4(四)止。
8. 財團法人趙自齊教育基金會資助來台深造之熱河省籍學生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4(四)止。
9.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
申請期限至 108/10/24(四)止。
10.
新竹市政府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高中職以上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24(四)止。
11.
財團法人黎明文化事業基金會「108 年度大專院校學生獎學金申」，申請期限
至 108/10/25(五)止。
12.
財團法人台北市王雲五基金會「王雲五先生自學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0/30(三)止。
13.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8 學年度「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
金」等 7 項獎學金申請案，申請期限至 108/11/1(五)止。
14.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暨永和耕莘醫院-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護
理學生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1/8(五)止。
15.
台北市東莞同鄉會學年度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8/11/13(三)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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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行政局於 108/8/1(四)-10/31(四)辦理「桃園市 108 年原
住民族正名紀念日系列活動」活動，歡迎踴躍報名參加。
18.
新北市政府原住民族行政局辦理「新北市原住民族文創聚落平臺外牆意象設計
徵件活動」。
19.
暨南國際大學於 108/11/22(五)-24(日)辦理「108 年中區大專校院原青阿米斯
音樂節 x 比西里岸部落參訪活動」，期限至 108/11/4(一)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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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辦理「2020 我的青春練習曲徵件活動」活動，報名自
108/10/1(二)-108/11/30(六)，請洽 https：
//www.pts.org.tw/2020youthfilm/index.html。
2. 教育部辦理「第 6 屆新住民及其子女築夢計畫」活動，報名至 108/10/31(四)，
請洽 https://www.beclass.com/rid=23417195d9314a5c6d4c。
3.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辦理「應音盃歌曲創作徵選比賽」說活動，報名至
108/10/29(二)，歡迎同學踴躍參與。
4. 第二十屆「保德信青少年志工菁英獎」報名活動即將展開，鼓勵學生報名參加。
報名時間自 108/9/1(日)-10/31(四)，相關活動資訊請瀏覽
https://www.soc.org.tw/2019Apply/login.html。
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辦理「全國第三屆青年公益實踐計
畫」，報名至 108/11/4(一)，請洽
http://www.visionfuture.org.tw/proj.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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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
1. 10/21（一）第七節（15：30-16：20）於 CB07 舉辦本學期校外賃居學生座談會，
將邀請崔媽媽基金會法務組曹主任蒞校講解租屋相關注意事項與常見法律問題。
請班上有賃居學生的導師協助通知校外租屋學生參加座談。
2. 近期服裝違規大部分為穿著便褲或便外，請同學確依規定穿著，另天氣逐漸變
冷，提醒同學天冷時，請適時添加衣物，不要著涼生病，合格穿著方式有兩種，
請依規定擇一穿著，以免因違反校規遭懲處：
（1）內有一件校服，加穿便服衣物，最外面穿學校外套(如：毛外、外套)。
（2）若將學校校服穿滿三種(如：白襯衫、毛衣、外套)，仍感寒冷便能於最外穿
便服外套，便服外套只限黑色和深藍色且必須配戴學生證，以上條件缺一皆視為
違反規定。另為求慎重，凡服儀違規者一律核對學生證等身份證件，以避免有冒
名頂替之情事。
宿舍管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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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運活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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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中心(圖書組、資訊組)宣導
1. 圖書館閱讀推廣活動於 108 年 9 月 16 日開始，歡迎同學踴躍參加，就有機會
獲得最大獎 7-11 商品卡 3,000 元。
2. 圖書館電子書推廣活動於 108 年 9 月 16 日開始，歡迎同學踴躍參加，就有機
會獲得最大獎 7-11 商品卡 2,000 元。
3. 圖書館藝文展覽系列活動自 108 年 9 月 30 日起至 11 月 8 日各辦理 4 場次展
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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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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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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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慧

1. 10 月 22 日(二)09:10-10:00 口 511 新生祈福禮。地點:德蘭樓 4 樓聖堂。
2. 10 月 22 日(二)11:10-12:00 護 513 新生祈福禮。地點:德蘭樓 4 樓聖堂。

瑛老

1. 內政部移民署辦理 109 年「新住民及其子女海外培力計畫」寒假梯次，函請本校
協助宣導，並鼓勵符合資格者踴躍報名參加。詳細內容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
（www.immigration.gov.tw）及新住民培力發展資訊網
（ifi.immigration.gov.tw）最新消息下載。
2. 請有意申請報名者，請於 11/1(五)前送繳申請書至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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