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叮嚀
1.

10/19(一)13：30-16：30 辦理流感疫苗注射(聖母樓一樓餐廳)。

2.

10/23(五)下午 3：30-5：20 於 T410 舉辦強化學生職涯輔導活動，歡迎參考下列網址報名
(https://ppt.cc/f2Xcgx)，10/20 中午 12:00 截止報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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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05》，參加者可認證勞作時數 2 小時。

4.

完善就學補助計畫訊息：自主學習、專業證照、英文證照、資訊證照、CPR 證照均 11 月 13 日
（五）截止收件。

5.

109 年 10/19(一)16:20-17:20 於 T410 舉辦交通安全講座，參加人員為五專一至三年級各班指派代表
2 員以及校級幹部糾察隊員，請參加人員準時就位。

6.

10/19(一)15:30-17:20 於 S704 教室舉辦「學生兵役暨工讀安全宣導座談會」，因場地人數限制，
請五專一至三年級各班指派 2 人代表出席；另五專三年級各班男學生請務必參加，生輔組將針對
兵役最新消息及規定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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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

109/10/19

宣導事項

窗口

位
身
心

衛生保健
1. 防疫期間，務必提高對自身健康狀況的警覺，並每天落實測量體溫，如發現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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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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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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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采
澐護
理師

進

(身體不適症狀：發燒、頭痛、頭暈、噁心、想吐、腹瀉 嗅覺喪失、咳嗽、

組

流鼻水、呼吸困難、四肢痠痛、喉嚨痛)。
2. 每日下午 15：30 前，請各班衛生股長線上填寫 Google 表單，務必確實填報
班級體溫異常人數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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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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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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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衛保活動
1. 9/25-10/23、11/20-12/11，每週五下午 13：30-15：20 瑜珈課程(耕莘樓
C113，0-6 學習區)，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2. 10/19(一)13：30-16：30 辦理流感疫苗注射(聖母樓一樓餐廳)。
3. 11/9(一)15：30-17：20 辦理菸害防治講座(CB08)，請 1-3 年級每班至少派 3
名同學參與。
4. 11/9(一)-11/13(五)12：10-12：30 廢電池回收活動(聖母樓 B1 餐廳蒸飯箱
前)。

勞作教育&餐飲衛生管理
1. 配合校園防疫，請確實執行以下事項：
(1)請各班務必每天利用空堂、或打掃時間做 2-3 次的消毒動作，由服務環保
督導(照片請留存，健促組不定期抽查，未達成者，依校規第八條第六款「妨
害團體整潔或公共衛生者」記小過 1-2 次」)。被抽查到的班級，請將內外掃
區域消毒照片放進服務環保群組相簿備查，並留言班級完成。
(2)消毒範圍為(教室-門把、課桌椅、講桌、電源開關；外掃區-飲水機按
鈕，樓梯欄杆扶手、桌面、所有門把)。
(3)窗戶務必要開氣窗至少占該排窗戶量的 1/2。
2. 配合校園防疫，請確實執行以下事項：
(1) 維護全校師生食品健康安全，9 月份全體師生配合暫停訂購外食。
(2) 鼓勵同學預定餐點，避免攏長的排隊，影響用餐及午休時間。班級第 4
節為自習課者，經導師同意可安靜到餐廳取餐、購餐及用餐。
(3) 用餐前請洗手或噴酒精消毒，餐廳前備有酒精消毒液，請同學多加利
用。
(4) 鼓勵同學帶環保餐具來學校，因應餐廳座位減少的無用餐座位問題。

何采
澐護
理師

(5) 夾菜時避免交談且不共食，用餐完後盡快離開餐廳。

諮商訊息

李郁

1. 10/23(五)下午 3：30-5：20 於 T410 舉辦強化學生職涯輔導活動，歡迎參考

琳心

下列網址報名(https://ppt.cc/f2Xcgx)，10/20 中午 12:00 截止報名。

理師

(1)個人報名者，可提供 2 小時勞作時數。
(2)講座當天，請提前於下午 3：20 前往 T410 簽到、入座，準時參與並請戴
口罩。
資源教室

趙佳

無

珍老
師

獎學金訊息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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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免福利權益座談會」《T405》，參加者可認證勞作時數 2 小時。(參加同學務

組

必準時出席)
2. 行天宮急難濟助，限急難事故發生日起六個月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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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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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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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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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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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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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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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鹿港天后宮「清寒獎助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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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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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莅
蒂老
師

金」等 6 項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3.公益信託卓氏教育基金獎助案，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4.新竹市政府「清寒優秀獎學金」，申請期限至 109/10/23(五)止。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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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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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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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活動
1. 輔仁大學辦理 2020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成果展，請洽：
http://activity.dsa.fju.edu.tw/Activity.jsp?activityID=28697。

陳宥
瑀老
師

2. 國立政治大學辦理「2020 政治大學校園馬拉松賽」，請洽：
https://reurl.cc/WLqLlk。
3. 中國文化大學辦理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社團經營師第 53 期認證學分學生
班」，請洽：https://reurl.cc/RdyYLz。
4. 晴佳國際有限公司辦理「2021 卓越領袖探索冬令營」，請洽：
http://www.17learn.com.tw/about。
5.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辦理「2020 美麗新竹山全國攝影比賽」，請洽：
http://www.chushang.gov.tw/。
完善就學補助計畫訊息
1. 自主學習、專業證照、英文證照、資訊證照、CPR 證照均 11 月 13 日（五）
截止收件。
生
輔
組

生輔組
1. 「友善校園創意文宣競賽」相關規定如下:
(一)報名方式：五專一至三年級各班至少繳交一件作品參賽，五專四、五年
級自由參賽。
(二)作品繳交日期： 109.10.30 日止。
(三)創作主題：三年級以「交通安全」為主題、二年級以「網路、言語霸
凌」為主題、一年級「防制藥物濫用」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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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規格：A3（生輔組提供紙張）將分配之主題，四格方式以黑白素描、彩
色圖文之形式表達（橫式、A3 大小，於背面註記創作主題、班級、學號、姓
名），完成後，繳交紙本至軍訓室毛教官處。

李信
賢老
師
毛遠
薪副
組長

(五)獎勵：遴選各年級優秀作品各 3 件，獲獎同學每人各嘉獎兩次，餘未獲
獎之參加人員記嘉獎乙次，以茲鼓勵。
(六)完成之作品，擬配合於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友善校園週」陳列公布於
公佈欄，以擴大宣導效果。
(七)五專一至三年級各班分發 36 色彩色筆乙組，請導師指派代表至軍訓室簽
領。
2. 109 年 10/19(一)16:20-17:20 於 T410 舉辦交通安全講座，參加人員為五專
一至三年級各班指派代表 2 員以及校級幹部糾察隊員，請參加人員準時就
位。
3. 依住宿相關規定，新生住宿同學須實施宿舍法規測驗，請新生住宿生於 10 月
16 日起至 11 月 15 日，至宿舍公佈欄掃描 QR code，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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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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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生家長函」已放至各班，請五專一年級各班導師及各班班代協助發放給
班上所有學生，並管制回執單於 10 月 26 日以前交由各班導師存查。
5. 10/19(一)15:30-17:20 於 S704 教室舉辦「學生兵役暨工讀安全宣導座談
會」，因場地人數限制，請五專一至三年級各班指派 2 人代表出席；另五專
三年級各班男學生請務必參加，生輔組將針對兵役最新消息及規定進行說
明。
6. 重申，服儀規定並沒因為教室內外而有所區別，若有被登記服儀違規同學，
請於五日內實施複檢 2 次，未完成合格複檢者，將依校規予以申誡乙次之處
分。
體

體運活動

倪雅

運

無

華組

組

長

資

資圖中心(資訊組)宣導

資圖

圖

無

中心

中
心

資圖中心(圖書組)宣導
1. 新冠病毒防疫期間，讀者進入圖書館請一律配戴口罩。圖書館密閉空間可以
外借。
2. 1091 學期圖書館藝文展活動辦理日期為 9/21-12/25 ，詳情請參閱活動計畫
或圖書館網頁活動訊息。
3.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閱讀推廣活動將於 9/7 起舉辦，歡迎踴躍參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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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gle/wYiuZgivNum6N16WA。
5.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生圖書館之旅導覽 9/15 起自 10/31 止，請五專一年
級班導師宣導全班進行測驗(新生全班完成測驗折抵 1 支班勞)，測驗連結為
http://moodleexam.ctcn.edu.tw/moodle/course/index.php?categoryid=16。
6. 圖書、視聽資料推薦
(http://163.21.98.51/toread/opac/login?redirectTo=/toread/opac/patr
on_detail) 及線上續借(每人限制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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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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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學期結算至 12/31 早上 10 點前)。
8. 1091 學期資料庫教育訓練課程( 11/23 、 12/21 )，全程參加者記予嘉獎 1
支。請盡速領取 9/21 、 9/28 研習證書。場次請參考活動網頁，
(https://lib.ctcn.edu.tw/Find_info/database/db/10911092/109dbtraining.htm)
9. 圖書館及 T604 電腦教室提供影印列印服務 (圖書館更換新式影印機與雲端
影印列印儲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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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影印儲值請至聖母樓 2 樓
電梯旁)自動繳費機繳費成功後持收據至圖書館辦理。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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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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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