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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
一、 師生如有學務相關問題尋求協助或反應，歡迎來信學務處信箱
stumail@mail.hdut.edu.tw。
二、 協請畢業班導師配合辦理事項已透過導師信箱與導師Line群組通
知，提醒畢業班導師按時繳交資料，俾免影響畢業生權益。
三、 內政部役政署「108 年應屆畢業役男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營時程說
明、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延緩入營申請須知」已公告學務處網頁/
最新訊息/學生兵役，請同學務必上網查詢，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四、 本校品德教育核心價值第9至12週宣教主題為「感恩」，請利用班會
部分時間至少討論乙次，並於班會紀錄簿註記備查，參考資料可至
【學務處網頁/品德教育】專區下載運用。
五、 性別平等宣導:請重視性別平等觀念，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
別，落實性別平權。
六、 智慧財產權宣導:請勿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或軟體。
七、 法規宣導:毀損學校之佈告、海報或塗改點名單者，記過處分。
八、 各項繳交資料每週進行統計，未繳班級會公佈於隔週學務通訊提醒補繳，如發現誤
記，請導師要求副班長速至生輔組釐清更正。
九、 下列表單尚未繳班級請儘速繳交：
※資料截至 108.05.03 下午 13：00。
項次
繳交資料
未繳班級
五土五 2、五子二 1、五子三 1、五餐五 1、四英三 1、
1
賃居生調查表
四閒一 1。
四創三 1。
2
工程學院週會點名單
3

不動產學院週會點名單

4

餐旅學院週會點名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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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五 2、四設一 1。
五餐五 1、五語五 1、五語五 2、四廚一 1、四廚二 1、
四餐二 1。
四設四 1/四設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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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餐五 1、四餐二 2。

7

學務通訊第4 週回條

四機四 1。

四英三 1。
五機二 1、四設四 1/四設四 2。
五機二 1、五餐一 1、四設一 1、四設四 1/四設四 2、二
10 學務通訊第8 週回條
英三 1、四企二 1、四展二 1。
五子三 1、五機二 1、五餐一 1、五資三 1、四英三 1、
11 學務通訊第9 週回條
四企二 1、。
五子二 1、五子三 1、五機四 1、五機五 1、五語三 2、
五餐一 1、五餐三 1、四設一 1、四設四 1/四設四 2、四
12 學務通訊第10 週回條
機四 1、四廚二 1、四企二 1、四餐二 1、四餐四 1、四
餐四 2、四動三 1、四動四 1、四閒四 1。
※資料如有遺失，請至生輔組補領、補繳，如有誤記請速洽生輔組更正※
8
9

學務通訊第5 週回條
學務通訊第7 週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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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一、 基於校園安全；再次宣導請同學勿攜帶違禁品入校，諸如尖銳小刀、甩棍、彈簧摺
疊刀、有殺傷力玩具槍、電擊棒等，凡經查獲除物品通知家長領回保管，如情節重
大涉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違禁品者，一律移送警方偵辦，請各位同學確實
守校規，守法勿觸犯法網。
二、 基於校園師生人身安全，請同學如發現流浪犬、貓進入教室，即撥打值勤電話
02-2265-3756，通知校安人員協助趕出教室，如犬、貓有受傷校安人員通知動保處
協處。在校園內更不要接近及主動餵食流浪犬、貓，以維護個人安全及公共衛生安
全。
三、 同學之間互動如有口角、誤會（或任何糾紛）即向師長報告、或向輔導教官反映、
或電話直撥校安中心 02-2265-3756，請校安值勤教官溝通協處，切勿相約於校外談
判而衍生打架肇事遭警移送法辦事宜。
四、 校內限速 20km/h 以下，請慢速行駛，並依遵行方向指示行駛，不可逆向行駛，以維
護人車安全，騎乘機車請務必戴安全帽，嚴禁超載，並依規定位置停放，違規同學
經查獲登記，並依校規懲處。
五、 再三提醒同學：學校校門前 100 公尺進入學校青雲路段Ｔ字路口車多路窄，同學行
經該路段請減速慢行，如需停車請依規定停至紅線內，勿在校門口併排停車，避免
違規及發生車禍須負全部責任暨照相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而罰鍰（罰錢），
並依序慢行，儘快進到學校內，確保人身安全。
六、 請同學校園內行走，發揮道德遵守觀念，請走人行道，避免與車爭道，以免發生危
險，請同學注意遵守。
七、 學校周邊易肇事位置計有：1.浮洲橋旁 2.金城路三段路口 3.清水路口 4.明德路口。
請同學們行經該危險路段，特別提醒同學遵守交通秩序、交通規則、不可搶快，注
意防禦駕駛，確保交通安全。
八、 已宣導多時，計程車暨學生家長車輛請勿進入教學區含思賢樓（一律請於會展與觀
光系館前迴車）。請同學告知家長、計程車駕駛遵守；教學區已規劃單行道請遵守規
定。
九、 節能教育宣導：請確實落實教室三分鐘環保工作，維護上課整潔環境；下課請同學
一齊來檢查，關投影機、關電腦、關冷氣、關電扇、關電燈，節約能源隨手做環保。
十、 請同學將汽、機車停放校內，避免停於校外，尤其是停放於校外住家前，影響住戶
進出及閞店，而衍生不必要校園安全問題。請同學務必遵守！
十一、 本校為「無菸校園」全面禁菸，開學至今仍發現部份同學於校園內吸菸，依「菸害
防制法」於非吸菸區吸菸最高處新臺幣 1 萬元罰鍰，並依校規記小過處分。
【課指組】
一、 畢業班公民教育成績不合格同學請盡快完成補修，公民教育補修相對時數登錄表請
務必於完成後盡快繳回課指組，5 月 17 日(五)為繳交最後期限。
二、 5 月 8 日（三）將於體育館 4 樓召開畢業班週會，請導師通知學生請務必於下午 12:50
準時與會。
三、 各項獎助學金資訊已公告獎助學金資訊網，請符合資格同學踴躍申請。

~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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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心】
一、 ※心衛宣傳
情緒勒索是什麼？對情緒勒索者來說，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成長經驗或生活中的沮
喪、無力，沒有能力面對與處理，於是常用卸責的方式，將無法消化的沮喪、無力
往外丟，抱怨別人做不好、做不到、不會想等，試著制住被勒索者。
面對情緒勒索時，可以怎麼做？
1. 將自己的身心健康列為第一優先：先照顧自己的需求，例如好好吃三餐，睡
足夠的睡眠，這些看來基本的事，卻是你應付長期情緒勒索重要的資本。
2. 建立情緒界限：堅定地告訴他，不能再羞辱你或要你做任何你覺得不舒服
的事，如果再發生一次，你就馬上會離開這裡。溝通界線的關鍵是，你將會
永遠維護自己的界線。
3. 不要和勒索的人有連結：例如他以嫉妒為由，又開始質疑、羞辱你，不要解
釋，也不用道歉你沒有做的事，如果可能，離開那個情境。和勒索者有連結，
只會讓你陷入更多的勒索，盡你所能，讓勒索者遠離你的視線範圍。
4. 建立支持網絡：如果你正在經歷被情緒勒索，不要保持沈默，告訴你信任的
朋友、家人或諮商師，盡可能遠離勒索的人，接近愛你、支持你的人。在健
康的關係裡，你不會被孤立或孤單。
因此，拒絕情緒勒索也許真的很難，但要有勇氣做對的選擇，以及不要回頭。
內容取自：天下雜誌部落格—黃惠如
二、 ※講座＆工作坊
日期
5 月 15 日（三）
5 月 22 日（三）

時間
13：00
至 15：00
13：00
至 16：00

活動名稱

主講者

公民點數

一個心理師面對疾病的失
落與重生

陳韻如
諮商心理師

2點

關係中的十八般武藝

呂宜芳
諮商心理師

2點

同學平時也可以來諮商中心的公布欄看看相關活動訊息，上面也有 QR 碼可以掃描填
寫報名表，或是來諮商中心現場報名，有任何疑問或好奇也隨時歡迎同學來詢問我
們喔！
【衛保組】
一、 衛保組健康促進活動：
健康促進活動已於第 3 週開始，歡迎有興趣同學至衛保組報名參加，健康促進會員
請至衛保組領取活動課程表。
二、 衛保組即將辦理活動：
1.5 月 8 日(三)下午 13：00 在體育館 304 視聽教室辦理反毒菸害宣導講座，已報名
班級有五資一 1、四資一 1、個別報名有四企二 1 等 6 名同學，請以上班級同學準
時出席參加，全程參與的同學可以獲得公民點
2.5 月 15 日(三)下午 13：00 在體育館 304 視聽教室辦理藥物濫用宣導講座，已報名
班級有五資三 1、四資二 1、個別報名有五語三 1 等 15 名同學，請以上班級同學
準時出席參加，全程參與的同學可以獲得公民點數 2 點。

~ 接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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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月 22 日(三)下午 13：00 在體育館 304 視聽教室辦理第 2 次健康飲食促進講座，
已報名班級有四企一 1、四廚一 3、個別報名有四閒一 2 等 7 名同學，請以上班級
同學準時出席參加，全程參與的同學可以獲得公民點數 2 點。
4.5 月 29 日(三)下午 13：00 在體育館 304 視聽教室辦理第 2 次疾病講座，已報名班
級有四企一 1、個別報名有四閒一 2 等 7 名同學，請以上班級同學準時出席參加，
全程參與的同學可以獲得公民點數 2 點。尚有一個班級名額，有興趣班級，請踴
躍至衛保組報名參加。
三、 本學期海報比賽【預測名次】活動時間:4 月 10 日(三)至 5 月 8 日(三)下午 17：00
前，地點:衛保組長廊，有公民點數 1 分，歡迎有興趣師生至衛保組索取表格填寫。
四、 學生平安團體保險，本校由富邦人壽負責。學期中理賠專員將在每週一、週三中午
12:00 至 14:00 在衛保組服務需做理賠事項的學生。
五、 學生如食用學生餐廳的餐點後，若有任何身體的不適，請立即向衛保組反應，衛保
組將針對該攤位做品管改善，以確保全校師生用餐安全。
六、 為加強防範非洲豬瘟等防疫措施，請向師生持續宣導非洲豬瘟防疫及處罰規定。
【服學組】
一、 請四廚二 1 同學(4 月 22 日發放通知於信箱)於 5 月 15 日(三)第六節下課後至學務處
服學組集合，實施勞作教育。
二、 自第十三週(05 月 13 日星期一)起開始實施換組，請四技、五專一年級同學與重補修
勞作教育的同學於正確的組別實施勞教；如不清楚組別的同學，請至學務處服務學
習組網頁(學校網站→行政單位→學務處→最新訊息)，或至服務學習組詢問。
三、 4 月 29 日至 5 月 17 日將舉辦廢光碟回收競賽，參與者可獲得公民點數，更有機會獲
得獎品禮物，歡迎同學至學務處服學組踴躍參與。
四、 請畢業班同學，務必確認勞教成績是否通過，如有未過科目，請盡速至學務處服務
學習組登記補做，避免影響畢業時程。
五、 請重補修同學選課後，至學務處服務學習組登記補做。
六、 本學期如有需要廚餘桶之班級，可至總務處領取。
七、 五專一至三年級班級，教室垃圾袋請至學務處服務學習組領取，下課之後請將教室
垃圾清理乾淨，垃圾送至資源回收場放置。
八、 五專固定教室班級下課離開教室時，建議將門窗鎖好，避免他人進入教室破壞環境
整潔。
九、 請同學於上課前後做好教室 3 分鐘環保工作，將垃圾清出並做好垃圾分類以維護教
室環境整潔；離開教室時請做好過 5 關---關 E 化講桌、關冷氣、關電扇、關電燈、
關門窗，節約能源隨手做環保；並將黑板與板溝乾淨、桌椅排整齊，以利下一個班
級使用，感謝同學們的配合。

2019.05.06

....................（本回條請於本週五中午前交生輔組備查）....................
茲本班已依規定於班週會時，宣導本訊息內容同學周知，並張貼於公佈欄，本回條擲回學務處
生輔組處備查，以示負責。【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通訊第 12 週】
班級：
副班長簽名：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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