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務處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會議日期：111 年 9 月 12 日

重點工作—林學務長于竝
學務長辦公室
一、

為便於各學院（單位）40 週年校慶活動宣傳，已提供 30/40 校慶 logo 四種色系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fYFPhq6lsf_t6JIlKtjJnic8-B-o6G?usp=sharing，請各學院（單位）下載使用。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及就學補助措施】

（一）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至 9/12 止，相關資訊已公告於學校首頁校園公
告及課指組網頁。
（二） 111 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申請自即日起至 10/19 止，請至學校網站校園消息及課指
組網頁下載或至課指組領取紙本申請表。
（三） 受理各類獎助學金申請：如「原住民獎助學金」
、
「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及校外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及截止日期詳見學校網站校園消息及課指組頁。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一） 辦理 111 學年度校內活動性社團指導老師發聘事宜。
（二） 綜合宿舍修繕完成前，協調臨時活動空間供校內社團使用。
（三） 創校 40 週年校慶相關活動：
1. 創校 40 週年校慶觀音山藝啟樂健行，9/1 開學第二階段開放學生報名於 9/25 截
止。
2. 9/1 開放校慶藝陣比賽報名於 9/23 截止。
三、

【服務學習】

（一） 9/1-8 開放校內表單系統報名，110 學年度服務學習分享會講座 6 個場次，為畢業
門檻講座。
（二） 9/12-16 於舉辦假活動中心藝大咖啡周邊迴廊，舉辦 110 學年度服務學習分享會講
座暨靜態海報展。
（三） 111-1 學期藝術媒介服務學習計畫－專案補助申請時間於 10/7 截止申請。
（四） 111-1 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提案，請於 10/7 前完成專簽提案。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9/29 辦理原民生期初座談會－原來在"藝"起活動，報名上限人數 40 人。

二、

9 月起開放全校師生報名族群文化課程，9/15、9/22、10/6、10/13 辦理阿美族情人
袋故事及製作課程。

學生住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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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 111 學年起，為保障需要住宿同學住宿權益及提升宿舍住率，研擬修正學生宿
舍住宿契約。修正重點，略以：
住宿契約以學期為租用單位簽訂，係供甲方學生求學期間有限期住宿，是以，生
效日起乙方非因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身分者，於租賃契約有效期限內，不得為解約
之請求，惟有特殊情形者，以書面申請經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學生宿舍」所有寢室（含冷氣）及公共空間清潔作業，已於 8/29 施作完畢。

三、

8 月中旬起，各宿舍由管理員實施逐層逐間寢室巡檢，學生住宿中心另完成 111 學
年第 1 學期各棟宿舍寢室安排；並於 9/4、10 及 12 順利完成新、舊生入住事宜（另
於住宿生入住日，為同學方便搬運行李，援例協請總務處開放家長免費停車）。

四、

111 學年校外賃居訪視工作，請各系所助教及班代協助調查校外賃居同學資料，並
於 10 月中旬前交至學生住宿中心，以利後續填報教育部及訪視工作進行。

生活輔導組
一、

【新生始業教育】
本學年度新生始業教育業分別於 8/29-9/2 實施線上課程、9/5-9/7 實施實體課程，
順利辦理完成，針對新生觀看影片、填寫測驗、問卷、填寫個人作業等項目，於
近日內進行統整，另案提供統計資料予提供課程之單位酌參。

二、

【校園安全】
111-1 學期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暨執行委員會議預定於 9/20（二）下午 2 時召開，惠
請各一級主管暨各單位校安窗口預留時間與會。

三、

【學生兵役業務】
針對新生、復學生及延修生之戶籍/服役資料清查與校正，持續彙整學生兵役緩徴
與儘召相關資料，俾利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學生緩徵/延長緩徵/儘後召集/延長儘後
召集等申請作業。

四、

【學生缺曠管理作業】
新版學生線上請假暨點名系統業已於 9/1 正式上線，系統之操作手冊、系統操作
懶人包業已完成並放置於生輔組網站/學生請假專區項下，供教師及學生參考。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 COVID-19 疾病防治工作：
1. 具感染風險學生個案追蹤管理：持續辦理確診個案密切接觸者疫調、學生健康關
懷醫療轉介及疫情通報等工作。
2. 防疫窗口會議：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防疫會議已於 8/31 辦理，說明新學期
校園防疫規範及作業流程。
3. 防疫物資整備：於 8/31 發放各防疫窗口酒精及口罩等防疫備品，供開學期間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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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使用。
（二） 學生平安保險業務：辦理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加退保作業，截止日
期為 9/30。
病媒蚊傳染疾病防治：鑑於國內首例本土登革熱病例現蹤，且近日各地常有陣雨，
（三） 更適合病媒蚊生長，請各單位配合所屬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除及環境衛生自主巡
查工作。
（四）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9/6 於教學大樓辦理，後續通知未檢學生辦理補檢作業。
二、

【健康促進活動】
口腔衛教活動：9/6 邀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系口腔衛生服務隊，到校協助於新生健
檢口腔衛生不良之個案，教導其正確潔牙及牙線使用等口腔衛生教育。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 彙整 111-1 學期新生高關懷名單與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轉銜之學
生，並於開學前由各學院個管心理師開始進行關懷評估與後續諮商協助安排。
（二） 111-1 學期心理諮商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17:00（週二、三延長至晚間
20:00），歡迎全校學生善加運用。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 9/12-9/26 辦理「活力新生‧藝起成長」新生班級輔導與解測活動，共計 10 場。
（二） 10/3 辦理「轉念‧從心出發」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動，共計 3 場。
（三）
三、

招募「親愛的‧我們能好好聊聊嗎？」親密關係及「客製化‧完美」自我探索學習成
長團體成員。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 聯繫各系大四班代，以安排「下一站，幸福」畢業班級輔導拆信活動，盼協助準
畢業生進行生涯回顧與展望。
（二） 9/27 中午辦理「愛玉私塾說明會」
，規劃音樂及音樂節行銷企劃、藝術攝影與職涯
規劃兩組，歡迎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三） 執行 109、107、105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相關事宜。
四、

【資源教室】

（一） 聯繫 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錄取新生（3 位）
、疑似生（4 位）
，進行召開轉銜會
議、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
資教主題系列活動宣傳及報名作業：1.障礙平權系列:星光電影院電影欣賞；2.生涯
（二） 系列：讓你的手作興趣成為商品講座；3.愛自己愛別人系列：香草的奧秘、我的療
癒香草茶工作坊。
（三） 進行 111 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提報、獎助學金申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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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製作性平宣導教材(含跟騷法、網路交友)，於大一新生班級座談時進行宣講（預計
共 10 場），增進新生性平基本知能。

（二） 辦理「迎新咖啡」新生線上性平有獎徵答活動。
（三）

於新生始業式發送大一新生 111-1 製作性平宣導品（多功用小物-口哨+筆+手電
筒）。

體育中心
一、

游泳館整修工程預計 9/12 全部完工，後續放水試運轉，檢視所有機械，正式營運
時間將另行公告。

二、

10/17 辦理水上運動會並舉行小型表演活動，慶祝游泳館營運，邀請教職員工一起
參加同樂，相關報名資訊於開學後公告。

三、

觀音山藝啟樂健行預計於 9 月底安排擔任小隊長及小幫手的同仁、學生至觀音山
場勘並實地體驗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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