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叮嚀~~
1.
2.

搭乘公車往返學校將補助 OK 便利超商禮券，每月 10 日前，向生輔組譚教官申請前一個月補助金額結算，逾期將不予辦理。
10/12(一)15:30-17:20 戒菸班 I 暨戒菸種子培訓《A209 視聽教室》，請同學踴躍參加，出席同學可認證勞作時數兩小時。(出席同學請記得佩戴
口罩入場)
3. 10/12(一)15:30-17:20 A302 尋找莘方向-職涯輔導講座，請導師提醒報名同學準時參加。
4. 108-2 學期學業獎勵金申請補助已於 10/5 截止收件，共計收繳 84 員同學申請資料，另住宿補助金截至 10/5 共計收繳 16 員同學申請單。相關收
繳情形同學都是撐到最後一天才大批資料湧入，造成資料審核困擾，請同學爾後相關資料收繳，能先期完成作業，避免逾期影響權益。
5. 109-1 學期 「莘藍盃」三對三籃球賽將於 10/12、10/19(一)1430-1720 時實施比賽，相關賽程請參賽班級密切關注校園廣播，亦請報名隊伍完成
自我訓練，爭取佳績。
6. 10/12(一)晚自習時間實施 109-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當天各宿舍指派各樓層及各寢代表同學與會。
週宣導主題：十月份衛教宣導「流感疫苗注射、預防流感」，如附件，請書寫於週宣導欄位中，未填寫予退回。
第六週導生宣導事項 10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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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窗口

生輔業務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為提供行動不便者方便的運輸服務已於 109 年 9 月 2 日正式啟用「愛接送－預約式通用計程車運輸服
務」App，相關操作教學及詳細資訊可至愛接送－預約式通用計程車服務網(網址：https://itaxi.ntpc.net.tw/)下載運
用。
2. 因蘇澳線月票通勤專車人數接近車輛限乘人數，如欲臨時搭乘學生請先洽王皓仲教官處詢問有無空位可供搭乘。
3. 搭乘公車往返學校將補助 OK 便利超商禮券，補助方式如下：
a. 國光客運 1794 路線：以記名悠遊卡搭乘國光客運 1794 路線通勤，每 10 次可換得 OK 便利超商禮券 150 元，滿 7 次
可換得禮券 100 元，滿 3 次可換得禮券 50 元(請提供悠遊卡 APP 消費記錄佐證)。
b. 學校通勤專車：
i. 購買月票者：可補助 OK 便利超商禮券 400 元(當月上課天數不足 22 天，將以比例折算餐券或禮券)。
ii. 臨時搭乘者：每搭乘 10 次可換得 OK 便利超商禮券 100 元，搭乘滿 5 次可補助 50 元禮券。
c. 每月 10 日前，向生輔組譚教官申請前一個月補助金額結算，逾期將不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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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
1. 每日請遵守學生體溫管理：每日兩次體溫測量(早自習 08：10 前；午休結束 13：30 分前)，如發現測量體溫<37.5 以上或
身體不適，請配戴口罩立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並即時通報學校及健康中心(導師、護理師、舍務人員)落實手部衛生、提高
勤洗手頻率，務必配合，如因隱匿而造成日後校園防疫破口，則依校內獎懲規定追究其責任。(身體不適症狀：發燒、頭
痛、頭暈、噁心、想吐、腹瀉、嗅覺喪失、咳嗽、流鼻水、呼吸困難、四肢痠痛、喉嚨痛)
2. 請班級衛生股長每日下午 15:30 前，務必確實填報體溫異常人數及名單至線上 Google 表單。
3. 最近早晚溫差大，請同學注意自身身體狀況，如有身體不適者請配戴口罩立即就醫或至健康中心休息。各班教室請保持空
氣流通、定期消毒擦拭桌椅及落實手部衛生。
4. 健康體適能(有氧舞蹈、肌耐力)上課日期： 10/12、10/19、 11/16 、11/23、11/30、12/07
時間：18:30-20:00，地點：A209 視聽教室。不須報名，歡迎同學踴躍參加！
5. 10/12(一)15:30-17:20 戒菸班 I 暨戒菸種子培訓《A209 視聽教室》，請同學踴躍參加，出席同學可認證勞作時數兩小
時。(出席同學請記得佩戴口罩入場)
6. 10/26(一)15:30-16:30 戒菸講座《A209 視聽教室》請 1-3 年級每班配 6-8 位同學報名參與，出席同學可認證勞作時數一
小時。(出席同學請記得佩戴口罩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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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作教育&伙食宣導
1. 為配合校園防疫，請各班落實每天漂白水消毒最少 2 次，學務組每個上課日抽查 3 個班級，被抽查到的班級，請環保或服
務股長，將內、外掃區域消毒照片上傳服務、環保群組備查，並留言完成(如 N511 完成)，消毒範圍:教室門把、電源開
關、課桌椅、講桌，外掃區-飲水機按鈕、樓梯欄杆扶手，所有握把，未依上述規定者，按學生獎懲辦法 8-6 條:妨害團體
整潔或公共衛生者，記小過 1-2 次。
2. 依據本校勞作教育管理要點第三條:低年級勞作教育評比連續優勝者抵班級勞作教育 1 支，或全班加操行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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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
1. 10/12(一)15:30-17:20 A302 尋找莘方向-職涯輔導講座，請導師提醒報名同學準時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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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金訊息
1.
2.
3.
4.

行天宮急難濟助，限急難事故發生日起六個月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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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龍舜興慈善協會急難救助，限急難事故發生日起六個月內提出申請。
臺灣土地銀行受託管理吳金玉、吳陳金桂教育公益信託資助臺東縣轄內學校、教師及學生實施計畫之急難事故助學金，限
急難事故發生日起六個月內提出申請(設籍臺東縣 6 個月以上，現就讀臺東縣)。
5. 財團法人白曉燕文教基金會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警察子女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13(二)止。
6. 社團法人台灣癲癇之友協會「109 年新光鋼添澄癲癇之友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13(二)止。
7.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感恩與傳承」獎學金，申請時間自 109/10/15(四)至 109/12/8(二)止。
8. 醫療財團法人羅許基金會羅東博愛醫院 109 年第二次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16(五)止。
9. 五專四、五年級及二專弱勢學生校外租金補貼，申請期限至 109/10/20(二)止。
10.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 年度希望工程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0(二)止。
11. 財團法人鴻海教育基金會「鴻海獎學鯨」，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2. 財團法人黎明文化事業基金會 109 年度大專院校學生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3. 鹿港天后宮「清寒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4. 財團法人波錠文教基金會 109 年度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5.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 學年度「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等 6 項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6. 公益信託卓氏教育基金獎助案，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7. 新竹市政府「清寒優秀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8.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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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6(一)止。
19.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金會「2020 年單親家庭子女徵文、繪畫、攝影比賽」，申請期限至 109/10/30(三)止。
學務
組

就學貸款
1. 109/10/19(一) 15:30~17:20 辦理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兩校區「學生就貸減免福利權益座談會」《A209 視聽教室(宜
蘭)》，請 1~3 年級各班指派 5 位《名單請於 109/10/5(一)放學前提供予學務組慶瑋老師》，參加者可認證勞作時數 2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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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計劃宣導
1. 108-2 學期學業獎勵金申請補助已於 10/5 截止收件，共計收繳 84 員同學申請資料，另住宿補助金截至 10/5 共計收繳 16
員同學申請單。相關收繳情形同學都是撐到最後一天才大批資料湧入，造成資料審核困擾，請同學爾後相關資料收繳，能
先期完成作業，避免逾期影響權益。
2. 宜蘭校區於 9/29 舉辦 CPR 證照測驗，並已完成證照核發，請各班符合希望種子申請資格的同學盡快完成報名費用申請，
以利辦理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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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主學習補助金、專業證照、英文證照、資訊證照等相關證照報名費及獎勵金於 11/13 日截止收件，本組會持續掌握相關
作業期程，提醒各班同學辦理，請關注掌握相關訊息。
學務
組

體育運動
1. 109-1 學期 「莘藍盃」三對三籃球賽將於 10/12、10/19(一)1430-1720 時實施比賽，相關賽程請參賽班級密切關注校園
廣播，亦請報名隊伍完成自我訓練，爭取佳績。
2. 體育器材借用請班級或社團盡量達到當日借、當日歸還得要求，避免體育課程上課時沒有相關器材，影響上課運作，若有
班級或社團因未按時歸還器材，致班及體育正課無法正常上課時，未按時歸還班級或社團將停止借用器材一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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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管理
1. 住宿同學如果身體不適，需要夜間就診時，請於每天 1720 時前至學務組完成夜間就診登記，同時繕寫外出申請單由班導
師聯繫家人並簽章後，送至聯合辦公室交由軍訓教官或學務副組長核定外出，於 1820 時攜帶健保卡、外出單、看診費用
及悠遊卡(搭公車用)，至學務組集合，統一由輪值宿舍幹部帶診就醫。就診時不論是宿舍幹部還是就診同學，請都依規定
穿著學校制服或是體育服，亦不可穿著拖鞋外出，未按規定穿著，將要求返回宿舍更換始可外出。
2. 10/12(一)晚自習時間實施 109-1 學期住宿生座談會，當天各宿舍指派各樓層及各寢代表同學與會。
3. 新生住宿同學依住宿相關規定，入住宿舍須實施宿舍法規測驗，本部訂於自 10 月 16 日起至 11 月 15 日晚間 2400 時止，
新生住宿生請至宿舍公佈欄掃描 QR code，至學校數位學習網上作答，成績須達 75 分(含)以上始計合格，未實施測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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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 75 分者，將於 11/23(一)夜間晚自習時間實施集合研讀，並反覆實施測驗，直至測驗及格為止，俟 QR code 張貼至
公布欄後，再請新生住宿同學盡快完成測驗。

資圖
中心

資訊組宣導
1. T1201 電腦教室開放學生使用，同學使用時務必攜帶學生證刷卡使用，並遵守電腦教室使用相關規定。

資圖
中心

圖書館宣導
1. 新冠病毒防疫期間，讀者進入圖書館須配合量測體溫，並戴口罩，未配合者禁止進入，防疫期間請務必配合。
2. 圖書館目前開放教職員生可持身分證刷卡入館及借閱書籍，歡迎多加利用。
3. 為提供教職員生多元性藏書服務，同學可至圖書館網頁之讀者帳戶進行圖書、視聽資料推薦，以俾利圖書館進行採購(新
書採購約為每年 3 月與 10 月，新書上架約為每年 3 月、9 月)，歡迎教職員生踴躍推薦。
4. 歡迎踴躍捐贈二手書(含教科書)至圖書館，學生捐 10 本書記嘉獎 1 支，最多可記 2 次嘉獎。(結算至 109 年 12 月 31
日)。
5. 1091 學期資料庫教育訓練課程( 10/12、11/23、12/21 共計 3 場 )，全程參加者記予嘉獎 1 支。
6. 智慧財產權新生前測 9/14 起自 10/31 止，請五專一年級班導師宣導全班進行測驗(新生全班完成測驗折抵 1 支班勞)，
測驗連結為 https://reurl.cc/EzGjm1。
7. 新生圖書館之旅導覽 9/15 起自 10/31 止，請五專一年級班導師宣導全班登入數位學習網(檢定/研習/測驗/評量)觀賞
動態導覽影片後進行測驗(新生全班完成測驗折抵 1 支班勞)，測驗連結為 https://reurl.cc/x0laW5。
8. 持補發學生證請至新版校務系統更改密碼(新密碼可設定舊密碼)，圖書館各系統才能同步新卡號。

宜蘭
分部

假日留宿注意事項
1. 凡假日期間學生借用教室、宿舍等鑰匙，須抄寫弟子規，由假日輪值老師通知警衛室借用鑰匙。
2. 假日期間由假日輪值老師 9:30-10:00 時段在學務組辦公室負責代訂留宿學生午晚餐便當(三星悟饕便當)，留宿學生請自
備零錢登記，學生中午 12:00、傍晚 18:00 本人持學生證至警衛室領取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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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留宿同學假日有外出需求，盡量於放假前完成假日外出單流程。假日期間假日輪值老師主要以核定學生緊急臨時外出(例
如看病、家長到校探視)，非緊急臨時外出，學生須填寫弟子規後，假日輪值老師才會核定外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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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1. 宜蘭校區新生祈福禮: 10/22(四)9:10-10:00
2. 宜蘭校區新生祈福禮:10/22(四)10:10-11:00
3. 宜蘭校區新生祈福禮:11/12(四)11:10-12:00
4. 宜蘭校區新生祈福禮:11/12(四)14:30-15:20
5. 宜蘭校區新生祈福禮:11/11(三)9:10-10:00
6. 宜蘭校區新生祈福禮:11/19(四)15:3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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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宣導

N513 新生祈福禮
N511 新生祈福禮
N515 新生祈福禮
N512 新生祈福禮
H511 新生祈福禮
N514 新生祈福禮

1. 1091 學期宜蘭校區溫泉有機農場食農教育蔬菜種植競賽計畫。
(1). 主辦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協辦單位：環保社、開心農場社。
(2). 競賽期程：109 年 11 月 09 日至 109 年 12 月 31 日。
(3). 競賽方式：(一)參加對象：本校一至三年級師生，以班級為單位。(二)栽種方式：由主辦單位提供每一參賽單位競
賽用花苗，於 11 月 09 日(週一)下午種植講習會後領用，當日開始實施整地耕種。每個參賽班級一個畦，並製作班級標
示牌。參賽班級耕種完畢後，須每日安排人員至負責區域實施澆水及維護。
(4). 獎勵辦法：經評比獎勵如下，第一名頒發獎狀乙幀、獎金 2,000 元，並得以選擇折抵班勞兩支或記全班 每人嘉獎
兩次。第二名頒發獎狀乙幀、獎金 1,500 元，並得以選擇折抵班勞乙支或記全班每人嘉獎乙次。第三名頒發獎狀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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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金 1,000 元，並得以選擇折抵班勞乙支或記全班每人嘉獎乙次。第四名頒發獎狀乙幀、獎金 800 元、禮品乙份。第五
名頒發獎狀乙幀、獎金 500 元、禮品乙份。佳作兩名，頒發獎金 200 元、禮品乙份。協辦社團頒發感謝狀乙幀，協辦社
團有功學生每人記嘉獎兩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