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通訊第 4週           【軍訓室暨生活輔導組】 

一、已完成工作: 

  (一)10月 5日完成防災教育網之國家防災日正式演練資料上傳。 

  (二)10月 6日完成上網填報國家防災日正式演練資料至防災教育資訊網 

  (三)10月 7日完成「大專院校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及評估量表」上傳中區學務中心。 

  (四)10月 7日完成校安中心輔導學生統計表 

  

二、現階段工作: 

  (一)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汽/機車車證申辦中。 

  (二) 109學年度校園安全複合式教育訓練動支公文簽核中。 

  (三) 109學年度校園安全複合式教育訓練專題講座公文簽核中 

  (四) 109學年度品德教育併日間部學生幹部訓練活動動支公文簽核中。 

  (五) 109學年度進修部部學生幹部訓練活動動支公文簽核中。 

  (六) 109學年度各班級自治幹部調查持續收繳中。 

  (七) 10月 5日汽、機車停車場恢復管制；汽車辨識系統正式上路。 

  (八) 10月 8日前辦理資料核對第 1 批次並上傳臺灣銀行和教育部就貸彙報資料。 

  (九) 10月 7日前未繳回就貸資料的同學盡速完成，已將對保名單通知各系協助轉知導師通

知同學，亦簡訊通知同學盡速繳回。 

  (十) 10月 8日上傳教育部就貸彙報休退學學生名單資料。 

 

三、預定工作: 

   (一) 10月 19日〈星期一〉校園安全複合式防災演練活動 

   (二) 10月 22日〈星期四〉間部學輔人員暨自治幹部訓練活動 

   (三) 10月 27日〈星期二〉進修部學輔人員暨自治幹部訓練活動 

   (四) 10月 15日前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彙報上傳身障類減免資料。 

   (五) 10月 30日前辦理資料核對第 2 批次並上傳臺灣銀行和教育部就貸彙報資料。 

   (六) 10月 31日前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彙報上傳其他類學雜費減免資料。 

 

 

 

 

 

 

 

 

 

 

 



保健與諮商中心  學務通訊第 4週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健 康 中 心 

一、 已完成工作 

(一) 健康服務環境整理及空間規劃。 

(二) 健康宣導校園跑馬燈及電視公告。 

(三) 社團期初會議。 

(四) 衛保股長研習。 

(五) 緊急救護計畫動支作業。 

(六) 健康飲水體位後測活動。 

二、 現階段處理工作 

(一) 傳染病防治工作持續進行及通報作業處理。 

(二) 境外生居家檢疫健康關懷及追蹤管理。 

(三) 新生健康檢查醫院聯繫作業。 

(四) 新生性教育講師聯繫作業。 

 

三、近期活動訊息 

週次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點/備註 

一 9/21(一) 傳染病防治工作 全校 

二 9/25(五)每周五 健走活動 學校後山 

二 9/23-30(三~三) 健康飲水系列-體位後測 健康中心 

三 
9/29(二) 新生班衛保股長說明會 健康中心 

三 
9/30 社團期初會議 健康中心 

四 
10/7 衛保股長研習 體育館 2樓視聽教室 

五 
10/13 新生健康檢查(日、進) 體育館 1樓 

五 
10/17 新生健康檢查(進) 體育館 1樓 

六 
10/20 新生性教育 通識課教室 

 



 

 

 

諮 商 中 心 

一、 已完成工作 

(一) 10/06「性騷擾防治校園講座」 

(二) 10/07「女力拳擊」 

一、現階段處理工作 (預定之工作事項) 

(一)9/23~10/21資源教室迎新系列活動校園適應。 

(二)10/12~10/25守護新健康-新生適應評估暨心理衛教宣導 

(三)10/19晨曦志工期初大會 

二、近期活動訊息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地  點 

10/12(一) 藝起聊聊天-人際 NG 也沒關係 F103 

10/13(二) 心衛宣導擺攤(配合健康檢查時段) 體育館 

10/14(三) 社團團體動力-大地遊戲 風雨球場 

10/22(四) 
情感教育-學會妝扮自己讓人際愛情靠過

來① 
團諮室 



 

 

 

 

三、其他公告 

傳染病防疫準備工作 自我成長系列講座 

  

 

 諮商中心官方網頁： goo.gl/fcGQK8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cutcounseling/ 

 
 

 

 

 

 

 

 

 

 

 

http://goo.gl/fcGQK8
https://www.facebook.com/ccutcounseling/


學務通訊第 4週【體課組】 

一、已完成工作: 

(一)已公告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課組獎助學金申請時程及活動辦理日期。 

(二)已完成各單位聘任學習兼任助理大專校院獎助生加保作業。 

 

 

二、現階段工作: 

(一)辦理本學期校內及校外獎學金申請作業。校內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0月 09日止。 

(二)辦理 109-1「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作業，校內收件時間自

即日 

起至 10月 13日止。 

(三)辦理原住民族籍學生獎助學金申請作業，校內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0月 16日止，請

同學上網登填申請書並下載列印出表格(作業方式請參閱附件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送交體育與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 

(四)辦理 109學年度弱勢助學申請及校內獎助學金申請，期限為 109年 9月 15日至 10月

09日止。 

  

三、預定辦理工作: 

 (一)預定於 10月 5日(一)辦理「109學年度迎新烤肉趴」。 

(二)預定於 10月 5日(一)辦理「心手相連-中州麒麟迎新校園社團表演」。 

(三)預定於 10月 14日(二)辦理「第十四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四)預定於 10月 21日(三)辦理「大地遊戲(藍天使社)」。 

(五)預定於 10月 27日(二) 辦理「社團博覽會/捐血活動」。 

(六)預定於 10月 28日(三) 辦理「藝術黏土創作競賽」。 

 

四、提醒事項: 

(一)請導師代為轉達有關申請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申請作業，務必依本組公告的期程備妥

相關 

資料送件辦理，以免影響自身權益。作業細則及申請流程： 

  1.校內各項獎助學金實施作業細則： 

   自本校網站「獎補助公告」或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校內獎學

金專 

區」→下載「中州科技大學校內各項獎助學金之實施作業細則」。  



  2.校內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流程： 

    欲申請者請至「學校首頁」→「本校學生」→「教學評量暨網路選課系統」→「登入

學生 

系統」→「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申請查詢」→列印申請表，備妥相關文件繳交至

學務處課指組，收件截止日 108年 10月 05日止。 

(二)請導師代為轉達，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可再申請「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

助學金」申請作業，校內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05日止。請符合資格之學

生檢具申請書及證明文件(請參閱附件二)，送交本組辦理。 

(三)戶籍地縣市政府刻正陸續受理相關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請同學至學生事務處→

課指組網頁新聞公告瀏覽查詢。 

(四)109學年度有些注意事項需要各工讀執行單位共同協助: 

1.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要點，學校於聘任學習兼任助理

時，應立即為其加保，保險期間不得追溯，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全額補助。  

2.分配到服學工讀生如果無法配法校內教學行政作習者或其他因素等，請務必  

通知課指組退保（請每於 5日內）並填寫「生活助學金」放棄申請單。送到課指組辦

理退保。 

(五)籌備 51周年校慶典禮。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學務通訊第 4週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一、 已完成工作 

(一) 109 年 9 月 30 日原資中心座談會。 

(二) 109 年 9 月 30 日職涯說明會。 

(三) 109 年 10 月 07 日電影放映。 

 

二、 現階段處理 

(一) 彙整 109-1 原住民學生並上傳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利獎助學金申請作業。 

(二) 籌備 109 年 10 月原住民電影放印映活動。 

(三) 籌備 109 年 10 月 21 日原住民名人講座。 

(四) 籌備 109 年 10 月 28 日手工藝製作。 

(五) 籌備 109 年下半年(109-1)原資中心活動之相關事宜。 

(六) 核銷 109 年 9 月 30 日原資中心座談會。 

(七) 核銷 109 年 9 月 30 日職涯說明會。 

三、 近期活動訊息 

活動名稱 暫定時間 參加對象 地點 進度 

原資座談會 9 月 30 日 原住民學生 B202 正在進行中 

原名電影月 10 月 全校學生 O302、F103 正在進行中 

原住民講座 10 月 21 日 原住民學生 討論中 正在進行中 

原民手工藝活動 10 月 28 日 原住民學生 討論中 正在進行中 

原住民展覽 10 月 30 日 原住民學生 討論中 正在進行中 

原青職涯探索 11 月 18 日 原住民學生 B202 正在進行中 

志工與部落營造

活動 
11 月 25 日 原住民學生 雙崎文健站 正在進行中 

志工與部落營造

活動 
11 月 原住民學生 討論中 正在進行中 

諮詢委員 12 月 原資中心 B202 正在進行中 



 

四、 其他 

座談會海報 原資中心相關連結(QRcode) 

 

  

  fb(ios 系統)   fb(安卓系統) 

IG 

 

 
▲▼▲▼如有問題想詢問，至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詢問▲▼▲▼ 

地    點：中正樓學務處原資中心辦公室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8:30~20：30 

週六、週日請向原資中心預約時間 (寒暑假：8:30~17:00，依公告服務時間為主) 

電話分機：04-8359000 轉 1310 (專案助理 明軒) 

網    頁：中州科技大學-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