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1學期

進修部

系導師會議



進修部、在職專班109學年度優良
系導師當選名單

編號 系別 系導師

1 工業管理系 陳德啟

2 企業管理系 張耀宗

3 企業管理系 鄭如珍

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邱文慧

5 演藝與時尚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徐珍娟

6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彭玲珍

7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湯德瑋

8 餐飲管理系 陳茹茵



壹、議程
1.副校長致詞

2.進修部主任報告

3.學務長報告

4.業務報告

5.問題與討論

6.系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7.安全教育宣教

8.「紫錐花運動」為愛反毒宣教

9.副校長指(裁)示



貳、輔導、服務人員聯絡電話(分機)：
一、學輔組服務人員：

I105辦公室：陳宗煜組長(25304) 、王玉如組

員(25305) 。

A101辦公室：張洛彬校安人員、林峻葳校安人

員、陳文濱校安人員(26200)

二、學務處夜間服務人員：

1.衛保組護理師：週一至週五16:00~20:30分

機22100。

2.資 源 教 室 輔 導 人 員 ： 週 一 至 週 五

08:20~20:00分機22202。



三、馬上辦中心：

1.軍訓室值勤教官分機：分機85222。

2.校安中心緊急專線：0919-370-717。

3.關懷專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分機22500。

4.申訴專線(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分機22200。

5.校警室：分機85333。

四、進修部LINE通訊軟體群組尚未加入者，請

於會後加入，該群組會將導師即時

訊息傳達週知，請務必加入。



每日(含六日)填報防疫日誌，將導師本人及

輔導班及同學身體狀況回報本校網頁，如有居家

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或有發燒、呼吸

道症狀、失去嗅覺味覺、不明原因腹瀉等情況請

勿到校上課，老師應請系上協助代課事宜；學生

應在家休息或儘速就醫，導師得於系統將該學生

申請公假，事由填註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

健康管理…等。

新冠肺炎



一、師生進入校園應先量測體溫，校園體溫量

測站、實聯制QR code設置於各樓棟1樓、

校安中心、教務處、活動中心一樓、學生

宿舍、統一便利商店等處，全校師生務必

每日自主量測體溫；若有體溫異常時，應

盡速離校返家或就醫，並電話通知衛保組

人員知悉。

落實校園防疫







二、教室內若無法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教師

應嚴格要求學生配戴口罩，若學生不願遵

循指示，得要求學生離開教室，並登記為

缺曠課。

三、校園防疫措施配合流行疾病指揮中心滾動

式修正。

四、班級上課前須由值日生或班級幹部負責，

至該棟大樓分配管理消毒物資之系辦公室

領取酒精及棉布，授課教師負責督導上課

前(後)之教室桌面消毒作業。

落實校園防疫



參、系導師注意事項：
一、本學期重點行事：

1. 110學年度進修部之新生入學輔導活動，

請各系導師開學2週內利用自己上課時

間或借用系上專任老師上課時段(約1節

課)舉行，並將該活動資料填於導師深

度輔導記錄表後繳回學輔組彙整。建議

可介紹系上成員、課程特色、學校環境

等，協助同學安心就學。

2. 進修部新生入學輔導9/26(日)起個新生

班級依上課日分別召開座談。



3. 學生學雜費減免已於6/1(二)開辦，截止日

期為9/17(五)，請轉知符合資格同學儘速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4. 學生就學貸款銀行對保學校聯尚未繳交者

請儘速繳交，請轉知符合資格同學儘速至

臺灣銀行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5. 弱勢助學補助於9/10(五)開辦，截止日期為

10/20(三)，請提醒同學注意時效，逾期不予

受理。



二、週、班會

1.本學期週會因疫情關係暫停實施。

2.召開班會具體作法，學期間由系導師

入班召開班會，請自行找空餘時間實

施2次，班會紀錄填寫完畢請繳交至學

輔組彙整。



三、系導師留生「深度輔導」作法如后：

1.9/21(二 )中秋節、 10/10(日 )國慶日、

12/25(六)聖誕節、1/1(六)元旦跨年，爰

例列為深度輔導之重點內涵。

2.爰例將班上同學編成5~10人一組，運用

每次留值輪流安排與一組同學聚會，增

進對學生的關懷與瞭解。

3.開學第3週前擬訂班級深度輔導規劃表，

期末第17週完成紀錄表，分別送交諮輔

組特殊資源教室彙整。

4.未依規定完成者，依教師評鑑考核扣點。



四、系導師服務：

1.適性修學(習)：

申辦休(退)學、嚴重缺曠課輔導(會議)、

德育成績加減分(審核會議)、請假審核、

校內(外)意外事件到場協處、班會及深度

輔導、新生註冊、未註冊通知、學生選

課、繳費通知、校務重大訊息傳達…等

2.本校首頁網址：http:/www.vnu.edu.tw/，

「個人入口網」→「導師專區」。





學務行政

導師專區



五、系導師留值輔導服務：

1.核對學輔組公告系導師留值時間，如

有錯誤或異動，請速提出更正。

2.因故不克留值，請填寫留值調(代)班申

請單完成代理移交。

3.9/12(日)~9/25(六)導師留值

(1)1年級班級實體到校上課，導師須留

值系辦公室輔導服務同學。

(2)2年級以上班級實施線上授課，導師

無須留值。



六、教室整潔
1.系導師：
1)通知班級任課教師課後督導同學完成教
室整潔。

2)入班宣導並督導班代排定值日生輪序課
後清理教室。

3)留值逐樓巡查，嚴格糾舉同學於樓棟
(梯)間違規抽菸。

4)如輔導雙日上課班級，因使用教室時間
較長，務必督導課後教室整理工作。

2.學輔組：
每日督導工讀生課後檢查教室維護情形，
髒亂教室拍照上傳副校長，109學年度檢
查髒亂一般良好，請持續督導各班維持。





八、綜合學務：

1.系導師入班告知所屬班級同學留值時間，

並更新同學(含家長)聯絡電話。

2.教師點名誤植同學缺曠課紀錄，請同學自

行下載缺曠課書面資料，經教師簽署後，

交學輔組更正即可。

3.爾來期中(末)考試部分班級同學舞弊歪風

盛行，請系導師運用集會時機宣導防範，

違者依校規記大過、該科學期零分計算、

不得暑修處分，如有涉及集體舞弊情事，

將從嚴處分。



九、交通安全：

1.經統計，109學年度本校學生交通事故

206件、受傷196人；其肇因多為未保持

安全車(間)距、車速過快。

2.請系導師運用集會或群組轉知同學參考，

騎乘機車務必減速慢行、遵守交通規則，

以確保行車安全。



十、毒品防制：

1.青少年吸食毒品氾濫，每學期警政單位多

次查獲本校同學校外製造、販售、持有、

吸食毒品情事，請系導師運用集會時機宣

導防範。

2.目前本校春暉小組列管警政單位查獲學生

製造、販售、持有、吸食各級毒品者計1

案，依教育部規定校方須成立春暉小組列

管輔導轉化，另導師須由學輔組賦予帳號、

密碼，依期程上網填寫輔導紀錄，視週期

尿篩結果核予註銷或賡續列管。



十一、兵役法規：

1.教育部107.01.29函示：為維護兵役公平及恪

遵法令規範，避免學校緩徵申請不實情事。

2.對於辦理延修、休復學、中途離校出國之

學生，應予特別加以追蹤處理，如學生雖

具有學校學籍，惟並無在校就學之事實，

校方即依本案要點，申辦緩徵廢止作業。



十二、校園安全：

1.本校樓棟女廁，曾發生伺機搭訕女生，

動機不明人士，如發現行蹤異常人員，

應儘速通報校安中心處理。

2.校園近期有蛇出沒，請老師注意安全，

如發現蛇類出沒，請儘速通報校安中心

處理。



十三、預防犯罪：

請提醒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車、

竊盜、販賣違法光碟、參加犯罪組織活動

或從事性交易(援交)…等。另近年來逐漸

增多的電腦網路違法事件如：非法散布謠

言影響公共安寧、違法上傳不當影片、入

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竄改資料等，請加強學

生網路使用認知素養並尊重個人隱私權益，

以免誤蹈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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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品勵學、嚴管勤教
一、為維護教學品質，提高各部學生之到課率，

各授課教師嚴格要求學生準時到課，並確實

執行線上點名。

二、學生出席率應納入平時成績計算，建議全學

期上課時數達三分之一(含)以上未到課者，

平時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專任教師出現學生到課率不佳(60%以下)且

未積極改善者，納入教師評鑑加扣點參考；

兼任教師納入作為次學期是否續聘之參考。



一.新生到校體檢時間為9月13日(一)，體

檢時間08:00至20:00，原則上新生、轉

學生及碩專班均可於該時段內參加體檢。

二.為方便人員分流降低群聚風險，建議住

宿新生8:00至9:00體檢，進修部學生建

議於16:00至20:00體檢。

三.體檢地點在學生活動中心二樓，體檢費

用為670元現場繳費。

110學年度新生體檢



四.無法於9月13日到校體檢之同學，請於9

月13日後攜帶萬能科技大學學生健康資

料卡、本人證件至本校合作醫院(請先

聯繫電話預約)體檢，方可享特約學校

體檢費用670元。本校合作醫院為台北

啟新診所、中壢天晟醫院。

五.因為今年受制於疫情，在校體檢同學請

先將體檢表填寫完整，體檢場地無法提

供補寫資料的空間。

110學年度新生體檢



體檢時間 報到時間 系科

08:00-08:30 08:00-

08:30

企業管理系
時尚造型設計系

16:00-17:00 16:0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6:2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6:40 車輛工程系

17:00-18:00 17:00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17:20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17:40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進修部體檢報到行程表
地點：活動中心二樓體育館



體檢時間 報到時間 系科

18:00-19:00 18:0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18:3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18:40 資訊工程系

18:50 餐飲管理系

18:50 餐飲管理系

18:50 餐飲管理系

17:00-18:00 19:00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19:10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19:20 環境工程系

19:20 資訊管理系

19:20 商業設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