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叮嚀
1.

10/19(一)15:30-17:20 A302 守護莘靈自殺防治守門人培訓講座，請導師提醒報名同學準時參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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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者可認證勞作時
數 2 小時。(請參加同學務必準時出席)

3.

11/9(一)1530 辦理與校長有約活動，請派 1~2 名學生參加。各班可於表單中提出相關問題，填寫時間至 10/26(一)17:30 止。填寫網址
https://forms.gle/ZcUqSisHAUa4Tsjy5，填寫時需登入本校信箱帳號。

4.

希望種子計劃宣導 請各班符合希望種子校內 CPR 證照補助資格的同學於 10/20(二)1800 時前將報名費用申請單及輔導時數表、繳費收據送交至
學務組辦理申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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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宣導主題：衛教宣導「病毒性腸胃炎」，如附件，請書寫於週宣導欄位中，未填寫予退回。

第七週導生宣導事項 10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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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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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礁溪
線通勤專車路線自 10/13 日起取消停靠礁溪火車站、礁溪國中及吳沙國中，其餘停靠站(宜蘭火車站、南屏國小、員山加
油站、員山公所)依原定候車時間到站。
3. 司法院為推展公民法治教育，由該院所屬臺灣高等法院製作「網路繞法院 拉近心距離」影片，並鼓勵觀賞。
a. 臺灣高等法院於 109 年 7 月 21 日 YouTube 直播「出口成髒付代價！真實法庭模擬」，透過模擬男女朋友因謾罵進而
上訴至第二審法院誇張趣味之劇情，及穿插高院紀法官凱峰淺顯易懂的解說，讓觀賞直播的民眾深刻記憶實際法庭的
審理程序，瞭解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之法律構成要件的不同，期以熱門的法律議題，帶領民眾以網路繞法院，拉進人
民與司法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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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整直播影片「出口成髒付代價！真實法庭模擬」（1 小時 16 分 20 秒）觀賞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2P8FjR4BVo＆t=1555s。
4. 為深耕校園品德教育理念，教育部政風處邀請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葉一璋教授接受國立教育廣播電台節目專訪，專訪
內容於 10 月 19 日(星期一)晚間 7 時 05 分於該臺「教育開講」節目播出訪談議題為「從重視企業誠信之國際趨勢談品德
教育的重要性」，於該集播出後 60 日內均可上網收聽。(收聽路徑:國立教育廣播電台/節目資訊/教育開講/節目單集)。
(https://www.ner.gov.tw/program/5a83f4e9c5fd8a01e2df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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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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班衛生股長每日下午 15:30 前，確實填報體溫異常人數及名單至線上 Google 表單。
3. 最近諾羅病毒盛行，請同學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不生飲、不生食，不與他人共食，並養成勤洗手的良好個人衛生習慣
(如廁後、進食或準備食物前)。倘出現噁心、嘔吐、腹瀉、腹絞痛、發燒、頭痛及肌肉酸痛等疑似症狀應就醫，並即時
通報學校及健康中心，注意補充水分與營養。
4. 健康體適能(有氧舞蹈、肌耐力)上課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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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一)15:30-16:30 菸害防制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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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1/09(一)15:30-16:30 營養講座-食安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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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每個上課日抽三個班級上傳漂白水消毒照片，請抽中班級的服務、環保股長依規定上傳漂白水消毒照片至服
務、環保群組，未依規定上傳的班級全班班勞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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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各班到資回室倒垃圾的同學，確實做好垃圾資源回收分類:1.廢紙類 2.紙盒類 3.鋁箔包類 4.塑膠類 5.塑膠瓶 6.寶特瓶
7.保麗龍類 8.鐵罐類(無法壓扁)9.鋁罐類(可壓扁)10.玻璃類 11.廢電池類 12.廢光碟類 13.竹筷類及一般垃圾，未依規定
垃圾分類者，按情節予以校規懲處。
學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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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
1. 10/19(一)15:30-17:20 A302 守護莘靈自殺防治守門人培訓講座，請導師提醒報名同學準時參加。

獎學金訊息
1. 行天宮急難濟助，限急難事故發生日起六個月內提出申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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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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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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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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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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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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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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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鹿港天后宮「清寒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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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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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益信託卓氏教育基金獎助案，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3. 新竹市政府「清寒優秀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4. 嘉義市政府 109 學年度補助高中職及大專院校清寒學生學習活動計畫，延長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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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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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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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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者可認證勞作時數 2 小時。(請參加同學務必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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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
1. 11/9(一)1530 辦理與校長有約活動，請派 1~2 名學生參加。各班可於表單中提出相關問題，填寫時間至 10/26(一)17:30

止。填寫網址 https://forms.gle/ZcUqSisHAUa4Tsjy5，填寫時需登入本校信箱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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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三合一教室、韻律教室及四宿地下室是體育課雨天備案的活動場地。如各班空堂時有借用，但體育課有需要時需以正式
課程為優先。
學務
組

希望種子計劃宣導
1. 宜蘭校區前於 9/29(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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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20(二)1800
時前將報名費用申請單及輔導時數表、繳費收據送交至學務組辦理申請作業，本組將於 10/22(四)前將資料呈送至新店
校區辦理核銷作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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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運動
1. 109-1 學期 「莘藍盃」三對三籃球賽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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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學期「莘際大戰」躲避球大賽報名表已於 10/14(三)置放於各班班級櫃中，比賽時間為 11/9(一)及 11/16(一)下午
14:30 時至 17:20 時(遇天雨延期並另行公告比賽時間)，請以班級為單位實施報名，報名表請於 10/20(二)12:30 時前繳
交，逾期不予受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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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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來器材室內部分球具更新，請同學借用時，能愛惜使用，並落實當天借，當天歸還的規定，讓器材是體育用品能滿足
需體育課程與運動同學的需要。
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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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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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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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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12/21 共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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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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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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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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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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1. 宜蘭校區新生祈福禮:10/22(四)09: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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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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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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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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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參加對象：本校一至三年級師生，以班級為單位。(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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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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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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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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 10/5 起總務組提供保險櫃讓班級短期(3 天)寄放現金服務，請班級若有短期寄放的需求，由班級導師親自至李露媚老
師存放，領取也要由導師親自領取，導師未到一概不受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