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人:蔡銘燦 組長 

   導師會議暨知能工作坊 



＊83年次以後出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其

志願，於每年11月15日以前於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

頁「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申請

連續2年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第1年入伍訓練5週完訓後，抽籤分發本、外島常

備部隊實施3週專長訓練；第2年返回部隊繼續接受8

週專長訓練，期滿發給結訓令。 

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申請作業規定 



ROTC 





◎修習大學期間，由國防部發給 
  學雜費（全額補助） 
  書籍文具費（每學期5000元） 
  生活費（每月10000元） 
◎任官待遇： 
  大學畢業以少尉任官 
  少尉每月待遇48990元 

 

福利待遇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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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生安全維護 

105學年度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2016/2/17 



主類別 意外事件 安全事件 兒少保護 疾病 其他 合 
計 

  次類別 交通 自傷 其他 性別 失竊 其他 性別 一般 其他 

件數(件) 90 7 12 12 3 3 1 3 1 
129 

小計 106(82%) 18(14%) 1 3 1 

人數(人) 123 7 9 25 5 3 1 11 2 
186 

小計 139(75%) 33(17%) 1 11 2 



性別 人數 比率 

男 106 57％ 

女 80 43％ 

年級 人數 比率 

1年級 64 40％ 

2年級 44 28％ 

3年級 19 12％ 

4年級 21 13％ 

碩士 5 3％ 

教職員 8 44 



學院 人數 比率 

農學院 46 25％ 

理工學院 36 19％ 

生科院 33 18％ 

師範學院 20 11％ 

人文藝術學院 15 8％ 

管理學院 33 18％ 

獸醫學院 3 1％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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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生安全維護 

重大安全事件處理及通報 

1.本組接獲事件通報後，由院教官(值班教官)到場協助處理， 
  並通知系辦及導師學生狀況。 
2.如需住院觀察，師長或同學陪伴學生至家長到院後離開。 
3.醫院如需家長簽名，協助通知家長或經家長授權代為簽名。 
4.學生若為國際生，通知國際處協同處理。 
5.學生若為心理方面疾病，請學輔中心心理師介入協助處理。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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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生安全維護 

學生安全狀況掌握 

 

請導師運用Line群組、FB群組等方式與學生互
動，當緊急事件或重大災害發生時協助掌握學
生安全狀況，讓學校能夠即時了解學生安全情
形並及時協處。 



教育部 

Ministry Education 

15 

  學生安全通報(每月)-個人電子信箱(s+7碼) 

 

每人一組學校信箱 

帳號，記得開通!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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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生安全維護 

學安通報  

1.每月或不定期製作。 
2.針對校園安全、車禍處 
  理反詐騙案例等宣導。 
3.透過學務處及軍訓組網 
  頁公告宣導。 
4.EMAIL給全校同學(學校 
  信箱)。 
5.EMAIL給各院系請老師 
  於課堂或班會等集會時機    
  協助宣導。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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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本校雲端租屋生活網 

辦理賃居安全講座(3/27) 

辦理租屋博覽會(3/27) 

辦理房東暨賃居生座談會(3/27) 

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協調服務 

安全租屋場所推薦服務 

校外賃居學生關懷訪視–導師  

校外賃居學生輔導 

軍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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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學生：填報賃居環境自評 

               表暨熱水器安全診 

               斷作業。 

●導師：輔導學生自評作業 

               及實施賃居生關懷 

               訪視。 

●教官：建立校外賃居生資 

               料及辦理追蹤訪視。 

熱 水 器 診 斷 調 查 
暨賃 居關懷 訪視服 務 

教官：針對
複評及訪視
結 果 追 蹤 

 

導師：輔
導學生自
評作業及
實施賃居
生關懷訪
視 

學生：自
評及請房
東熱水器
安全診斷 

依據： 
  一、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賃居服務實施計畫(99.3.29) 

  二、本校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計畫(103.8.26)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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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賃居學生關懷訪視 

 由班代或推派一位同學協助校對校外賃居學生資料，
缺少或錯誤部份協助更正或補正。 

 請於10月26日(星期五)前繳回軍訓組彙整。 

建立校外 

賃居生資料 

學生自評作業 

1.安全評核 

2.熱水器診斷 

導師關懷訪視
輔導 

 每戶一位學生依自評表完成自我安全評核並貼上照
片以佐證備查。 

 完成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 

 檢視及完成關懷訪視輔導作業，10月26日前繳回軍
訓組彙整。 

 後續危安或缺失賃居處所追蹤訪視由軍訓組進行。 

 貼紙：供使用瓦斯熱水器學生使用，請要求學生張
貼於浴室明顯且不易脫落之處。 

 宣導品：供導師訪視參考資料並請協助宣導，請學
生依診斷表檢視賃居處所是否安全。 

防範一氧化碳
中毒貼紙、 

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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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針對賃居環境檢視項目先自評並檢附 

            照片為佐證供參考。 

賃居生安全評核自評-學生 

範例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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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請房東依據熱水器安全
診斷表逐一檢查勾選，
檢查完畢後，並簽名繳
回至導師處彙整。 

熱水器安全診斷-學生 



2

2 

步驟： 
導師： 

依學生填寫之自評表，完成班級學
生校外賃居訪視，送軍訓組彙整。 

訪視方式： 

1.電話訪視:適用於舊生且在校外賃 

   居達一年以上者。 

2.面談訪視:可配合導師面談執行， 

   適用於曾經親訪一次或未曾變更 

   租屋地點學生。 

3.實地訪視:第一次在校外賃居學生 

   或更換租屋地點之舊生。 

 

賃居生訪視服務-導師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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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賃居資料袋 

1 導師關懷訪視紀錄表(含學生資料) 

2 
 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 
安全診斷表(空白表格) 

3 全班校外賃居生基本資料 

4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貼紙) 

5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注意事項(海報) 

6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安全診斷(海報) 

7 電器火災安全診斷表(海報) 
2014/9/18 23 



學生事務處 賃居處所訪視總表範例 

範例 



學生事務處 

106學年度各學院院教官實施校外賃居複查統計表 

年級 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合計 

總計 
(人次) 

11 290 134 44 479 

106學年度 
校外賃居學生訪視統計 

        項目 
學院 應建立賃居生基

本資料之班級數 

導師已檢視並
繳交訪視資料
表之班級數 

未繳交訪
視資料表
之班級數 

達成比例% 

農學院 32 32 0 100 

理工學院 32 32 0 100 

生科院 20 20 0 100 

管理學院 24 24 0 100 

師範學院 24 24 0 100 

人文學院 24 24 0 100 

獸醫學院 5 5 0 100 
合計 161 161 0 100 

經本組以「二年級以上於期限內繳回、檢查項目導師複評皆有勾選及核章、全
班繳交率達90%以上」等要件審視後，計有人文藝術學院應用歷史學系談珮華
等31位老師符合條件，經建議相關人員，已核定函勉獎勵。 



一、發生交通事故，如有人受傷請打119叫救護車，說明發  

    生車禍地點、受傷情形(意識情形、受傷部位)；僅有 

    車輛毀損也要撥打110報警處理，以保障個人權益。 

二、若需協助，請撥打軍訓組24小時校安專線05-2717373， 

    通知教官車禍發生時間、地點、學生姓名、受傷情形、 

    連絡電話等資料，以利協處。 

三、若發現車禍受傷學生需送醫且為國際生，務必與國際處 

    聯繫(因其為學生在臺監護人)，請其到院協同處理及聯 

    繫家長事宜。 

 



四、警方會至現場蒐證與照相與進行酒測，處理完會請兩造 

    雙方至派出所製作筆錄，完成車禍案件處理法定程序。 

五、警方會將當事人登記聯單交給雙方，上面均有記載雙方 

    車號、電話與姓名，以利後續連絡處理和解事宜。 

六、有關車禍事故和解，一般需待傷者康復與賠償金額確定 

    後，再與對方談和解，若有需協助可與院教官聯繫以便 

    協處。 

    (大一未滿20歲，車禍和解需法定監護人到場，若父母無法前來，須 

     寫委託書，委託師長代理家長陪同學生和解。) 



道路交通事故333： 3責任、3圖表、3途徑 

• 3責任： 

行政責任 

• 指肇事當事人對於「違反交通法規」之行為，依法應接受罰鍰、計點、講
習、吊照、註銷駕照、牌照、扣留等行政罰的責任，也就是會收到警方開
立的「罰單」。 

刑事責任 

• 指肇事人因故意或過失行為，致人死、傷，構成「刑法」犯罪要件所應負
的責任。 

民事責任 

• 駕駛人駕車如故意或過失發生交通事故，致他人受傷或死亡，自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 被害人或家屬如不能達成和解，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判決賠償。 



道路交通事故333：3責任、3圖表、3途徑 

• 3圖表： 

交通事故發生後，當事人除當場可拿到「當事人登記聯單」，

以證明本件交通事故已向警察機關報案外，另依據「道路交通

事故處理辦法」第13條第1項：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至內政部警政署網站申請3種圖表： 

• 發生事故7日後可申請  1.現場圖 

•  發生事故7日後可申請 2.現場相片  

• 發生事故30日後可申請 
3.道路交通事故 

初步分析研判表 







 1.現場圖 

確認清楚再
簽名(學生案例) 



2.現場相片  



3.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交通事故分析研判表」  

將不再提供可能肇事原因 

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後所向警察機關索取的「道路交通事故初

步分析研判表」，因提供可能的肇事原因，常引發適法性疑

慮與爭議，警政署邀集交通部等相關單位開會修正後僅記載

具體明確的違規事實，不涉肇因歸屬。 

至於有關肇事責任，當事人得依「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

作業辦法」的規定，向事故發生地的行車事故鑑定（委員）

會申請鑑定，或依法院的判決為最終的確定。 

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478644  自由時報 2015-10-17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478644


道路交通事故333：3責任、3圖表、3途徑 

• 3 途徑： 

和解 調解 訴訟 

(當事人自行和解) (透過區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提出刑事或民事訴訟) 

(若有受傷，待就醫治療完成後，再行和解) 



 強制險是什麼，有什麼保障？ 

 強制險只保障駕駛以外乘客及遭波及受害者的人身傷害。
保障內容：每人死亡殘廢200萬、醫療20萬，保障期間為一
年，也因此需要每年重新購買。 

37 



反毒運動-認識校園新興毒品 

一、近年來社會環境變遷，新興毒品問題日新月異，已  

       成為社會重大問題之一，涉世未深學生，易受好奇  

       誘惑，戕害青少年身體健康。 
二、如發現學生有疑似接觸毒品跡象，請老師聯繫軍訓組 
    (05-2717373)協助處理。 
三、常見濫用藥物、相關法令及其刑責。 
四、毒品混合變裝新態樣。 
 

校園毒品危害防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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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混合變裝新態樣 



 

47 

毒品混合變裝新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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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混合變裝新態樣 



K他命: 
濫用K他命可能產生心搏過速、血壓上升、意識模
糊、幻覺、無理行為及胡言亂語等；長期拉K可能
導致頻尿、膀胱發炎、膀胱受損萎縮。 
 
搖頭丸: 
體溫過高(可高達43℃)、脫水、低血鈉、急性高血
壓、心律不整、凝血障礙、橫紋肌溶解及急性腎衰
竭等症狀，嚴重者可能導致死亡。 
 
安非他命: 

    猜忌、多疑、妄想、情緒不穩、易怒、視幻覺、聽
幻覺、觸幻覺、強迫或重覆性的行為及睡眠障礙自
殘、暴力攻擊行為。 

常見藥物濫用—副作用對健康的影響 



建立自信、自尊心，養成良好生活作息，培
養健康休閒活動。 

 

學習正向的問題解決技巧，不靠藥物提神與
減肥。 

 

建立正確情緒抒解方法，不隨意接受陌生人
的飲料、香菸。 

 

遠離是非場所、提高警覺性，絕不好奇以身
試毒。 

健康、反毒、愛人愛己—健康自主管理 



健康身心—拒絕藥物濫用 

不依賴藥物提神及減重，非醫師處方藥物不
要輕易使用，拒絕成癮物質。 

理性頭腦—培養正向人生觀 

培養社交技巧，增強面對挑戰的挫折忍耐度
；結交益友，建立正確人生目標與價值觀。 

美麗靈魂—守法自律 幸福人生  

遠離是非場所，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物品、
飲料、香菸；面對壓力與誘惑時，守法自律
做正確的選擇，人生不遺憾。 

 

生命教育—珍愛生命 

 



感謝大家 

共同關心與支持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辦公室地點：行政中心一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00-下午17:00 

電話：(05)2717050/2717052/2717053 

 e-mail： life@mail.ncyu.edu.tw 



學雜費減免業務 

請導師協助提醒： 

一、欲申請學雜費減免的同學於每學期，  

  期末考前1個月即上網提出下學期的減 

  免申請。 

二、上傳證明文件時，請以正本拍照上傳。 

 



學生就學貸款業務 

請導師協助提醒: 

一、有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若未繳回第
二聯學校存執聯及註冊繳費單，視同
未註冊。 

二、要預借書籍費、校外住宿費及生活費
的同學請於期限內(10/1~10/21)上網
申請並列印簽章後送回生輔組。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請導師協助提醒： 

低收入戶學生(延修生、復學生除外)，於

107年9月30日前填妥申請書(可上網列印或

至學務處生輔組/新民學務辦公室/民雄學

務組索取)送至各承辦單位申請。 

 



學生緊急紓困助學金 

 急難慰助金(5,000元~50,000元) 

 仁愛慰助金(3,000元~5,000元)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5,000
元~40,000元) 

 

 

 
 

 

 

 

學生遇到緊急事故或家庭突遭變故時(1.學生本人
因本校公務傷亡、重傷重病或死亡2.父母之一方
重病無法謀生或死亡3.學生家庭遭逢重大災變
者。)，學生本人或班導師可於事件發生後三個月
內提出申請，並陳系所主管後送件至本組/民雄學
務組申請，可申請之慰助金如下： 

      
 



學生請假線上簽核 

一、學生於線上請假送出後，系統會自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認

輔導師及副知授課教師，請導師即時上系統簽核假單，以

利後續作業進行。 

二、請提醒學生依據本校請假規則，連續請假3日以上及請喪、

產假，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若學生漏未檢附，請予以

退回並要求上傳附件後再重新送出假單。 

三、導師簽核意見有「核准」、「不核准」、「退回」及「需

與教師面談」4個選項，若您點選「需與教師面談」，但學

生遲未回應，請最晚於扣考通知前(108年1月9日及6月10日)

重新點選「核准」或「不核准」，以利統計學生出缺勤紀

錄及辦理後續扣考事宜。 



學生獎懲辦法重點提醒 

一. 學生擔任班級幹部或熱心班務，皆可予與敘獎，最高給獎標準為

擔任班長小功乙次，副班長及各股長嘉獎兩次，同一職務由兩人

以上任職，其獎勵均分。熱心班務依其表現及本校獎懲辦法第三、

四條規定敘獎。 

二. 依班級幹部設置要點，班級幹部係指班長、副班長、學藝、服務、

總務、康樂及衛生股長，「公關」非屬規定之幹部，請以「熱心

班務」敘獎。 

三. 獎勵建議表約於每學期期末考前送出，以利教務處寄發成績單作

業進行。目前獎勵建議表係以紙本填寫、紙本簽核，預計107學年

度第2學期將試辦線上登打、線上簽核。(目前系統由電算中心設

計中) 

四. 懲處建議表需與學生自省表及導師輔導紀錄表一併送出，記大功

及懲處部分仍維持紙本填寫、紙本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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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1 大一校園服務課程 

2 競賽及活動宣導 

3 服務學習活動申請 

4 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 

5 服務學習課程開設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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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服務 

課程 
類別 

課程 
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學時
數 

週數 上課 
年級 

開課 
學期 

通識
教育
必修
科目 

校園服務 
(永久課號： 
C1500521) 

必修 0 1 18 1 大一
上、
下學
期 

大一「校園服務」課程資訊如下： 



校園服務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 

(一)每學期18小時，由各學系協調並配合教務處排入課表。 

※可參考106學年度三校區清潔區域。 

 

(二)校園服務：院系之間與校園環境清潔、院系活動服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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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R 

由各系協調清潔區域 

由導師彈性安排時間 

配合各系活動協助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臺北E大線上課程 

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11/24(六)實體課程 

每班1~2名輔導長 
107學年度第1學期 

6+8HR 18HR 
36HR 



1 大一校園服務課程 

2 競賽及活動宣導 

3 服務學習活動申請 

4 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 

5 服務學習課程開設 

目錄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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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9/27(四) 12:30-13:10 

地點：蘭潭校區學活2樓第二會議室 

對象：蘭潭及新民校區大一輔導長 

大一校園服務輔導長座談會 1 

日期：預計11月底 

地點：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暫定) 

對象：(參加)106學年度辦理服務學習活動之學生團體 

(觀摩)全校教職員工生 

107年服務學習競賽暨成果發表會 2 

日期：11/24(六) 8:00-17:30 

地點：蘭潭校區學活2樓第二會議室 

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107年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3 



1 大一校園服務課程 

2 競賽及活動宣導 

3 服務學習活動申請 

4 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 

5 服務學習課程開設 

目錄
CONTENTS 



107-1 服務學習業務簡報 

實體 
課程 

1 

線上 
資源 

2 

校外 
研習 

3 
日期：暫定9月底 

地點：蘭潭校區學活2樓第二會議室 

對象：對辦理服務學習活動有興趣

的教師 

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網 

https://servicelearning.yda.gov.tw/


1 大一校園服務課程 

2 競賽及活動宣導 

3 服務學習活動申請 

4 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 

5 服務學習課程開設 

目錄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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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新開課程
提出申請 

教務處寄開課通知 

新開課程申請書 

課程教學大綱 

佐證資料 

  0
2 

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 

外審   0
3 

通識教育相關領域 

課程委員會議 

通識組   0
4 

通識教育 

課程委員會議 

通識組 



感謝您的聆聽！ 

Q&A 

後續如有服務學習相關疑問 
請聯繫課外活動指導組江小姐 
電話：271-7066 
電子信箱：cwj@mail.ncyu.edu.tw 



民雄校區36個 蘭潭校區59個 新民校區9個 

全校社團共有104個，106學年度社團參與率為29% 

有服務、康樂、藝術、音樂、體育、學術、聯誼等類型。 

嘉義大學社團概況 



社團名稱 備註 社團名稱 備註 

天文社 特優 中智佛學社 

活力分享社 特優 咖啡研習社 

兩棲爬蟲研究社 優等 籃球研習社(新) 優等 

國際英語演講社 優等 崇德青年社(民) 特優 

植物研習社 優等 福智青年社 特優 

自然資源保育社 優等 兒童哲學思考社 特優 

演辯社 優等 喜信社 特優 

生命活泉社 優等 信望愛社 優等 

酉襄社 優等 六色性別研究社 優等 

福智青年社 優等 原住民文化研究社 優等 

四健會農產企業
行銷社 

學術性社團 



社團名稱 備註 社團名稱 備註 

國樂團 特優 嵐韻合唱社 特優 

樂旗隊 特優 熱門音樂社 特優 

管樂社 特優 管樂社 特優 

古典吉他社 優等 弦樂社 優等 

流行音樂坊 優等 吉他社 優等 

筑軒古箏社 優等 桃花源箏樂社 優等 

吉致吉他社 優等 

提琴社 

搖滾音樂社(新) 優等 

弦喆吉他社 優等 

漱音國樂社(民) 特優 

音樂性社團 



社團名稱 備註 社團名稱 備註 

One Way團契國際
志工隊 

特優 玉山扶青團 

農藝志工隊 特優 課業輔導社(民) 特優 

樵夫志工隊 特優 慈光社 特優 

平安團契 優等 特教志工隊 特優 

光慧青年社 優等 動物保護社 優等 

國際志工社 優等 數位學習志工隊 優等 

原住民文化 
服務社 

慈青社 優等 

慈青社 英語志工服務社 優等 

領袖社(新)        
(原嘉大印心社) 

優等 春暉社 

珍愛社 

資訊管理志工隊 

服務性社團 



社團名稱 備註 社團名稱 備註 

勁舞社 優等 

扯鈴社 優等 

小小廚藝社 優等 

調酒社 優等 

魔術社 

益智遊戲研習社 

熱舞社(民) 特優 

桌上遊戲社 優等 

瑜珈社 優等 

康樂性社團 



社團名稱 備註 社團名稱 備註 

蘭潭畢聯會 

僑生聯誼社 

國際學生聯誼社 

新民畢聯會 

民雄畢聯會 

雲嘉地區校友會 

聯誼性社團 



社團名稱 備註 社團名稱 備註 

攝影社 特優 

書法社 特優 

手工藝社 優等 

動漫社 優等 

動漫社(新) 

攝影社(民) 特優 

水彩社 優等 

書法社 優等 

帆布鞋詩社 優等 

動漫社 優等 

藝術性社團 



社團名稱 備註 社團名稱 備註 

柔道社 特優 女子排球社 

雲峰登山社 特優 野球社 

空手道社 優等 男子排球社 

柔心瑜珈社 優等 橄欖球社 

霹靂網球社 優等 八極拳社 

跆拳社 優等 拳擊社 

水上活動社 生存遊戲社 

單車社 羽球社(民) 優等 

足球社 武術社 優等 

太極拳社 籃球裁判研究社 優等 

劍道社 

體育性社團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簡介 

楊懷文主任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大綱 

•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據點 

•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 請導師協助事項 

 

 

2018/9/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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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據點 

相關活動訊息請參閱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網頁 

網址：http://www.ncyu.edu.tw/careercenter/ 

或「嘉義大學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粉絲專頁 

蘭潭本部 民雄駐點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一樓(電梯斜對面) 
服務電話：05-2717173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08:00-17:00 

民雄校區初教館一樓B104教室 
服務電話：05-2263411#1242 
服務時間：星期一08:00-12:00 
          星期二13:30-17:00 
          星期四13:30-17:00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施測 

就業或職涯輔導 

講座 

國家考試講座 

勞工權益講座 

企業及機構參訪 

提供求職、求才 

各類資訊 

人才招募說明會 

職涯博覽會 

暨校園徵才 

雇主滿意度調查 

畢業生流向調查 

4 2018/9/1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 提供求職、求才及職涯活動資訊(職涯中心網頁) 

 

2018/9/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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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 提供求職、求才及職涯活動資訊(職涯中心粉絲專頁) 

2018/9/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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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職涯輔導講座活動 
由職涯中心自行辦理或與各系所合作辦理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2018/9/11 7 

國家考試講座 
UCAN說明會 

自我介紹與面試技巧 學那些學校不會教的事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 企業或機構參訪/職場深度參訪 

統一集團總公司 

統昶物流 

雄獅旅行社台北總部 

愛之味 

上銀科技 

8 2018/9/1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 企業人才招募說明會： 

邀請企業主管或人事專員，主講產業趨勢、企
業文化、薪資待遇、員工福利與人才需求。 

 朱宗慶打擊教學系統 

聯宇生物科技 

9 2018/9/1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校園徵才 

職涯資源服務區
(校內單位及政

府部門) 

履歷自傳健診 

職涯諮詢 

國家考試諮詢 

10 2018/9/1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 職涯博覽會暨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 是教育部所提供免費且無限次使用的線上平台，
其包含職業查詢、職業興趣探索及職能檢測等。 

– 可自行查閱施測結果，了解本身職業興趣及評估
自我職能，進而設定學習目標。 

2018/9/11 1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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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每年結合新生始業輔導，於「院系暨系學會經驗交流時
間」，由各系導生協助帶領施測。 

•107入學新生施測時間：107年9月11日(二) 
新生施測 

•帳號：0018+薪資代碼。預設密碼：身份證後8碼。 
•於UCAN後台查閱班級學生施測結果。 導師權限 

•帳號：00180+系所代號(3碼)+0。預設密碼：NcYu7000。
以應數系為例，帳號001803410。 

•配合教務處相關研習另行公告。 
系所權限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逐年撰寫分析報告(全校版及院系版)。 
•公告於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網站->「UCAN專區」
->「UCAN施測分析報告」。 

施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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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獎助學金 

•獎助金額6,000元。 

•實習至少3天以上(合計至少20小時以上)。 

•實習期間自107年1月1日至10月30日止。 

•實習過程不得支領薪資。 

產官學實習 

獎助學金 

•獎助金額2,300元。 

•見習時數10小時(含)以上(不限場次)(可多場次多機

構)(含參訪活動)。 

•見習期間：自107年1月1日至10月30日止。 

•見習過程不得支領薪資。 

產官學見習 

獎助學金 

備齊申請資料送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初審，申請期限至
107年11月15日，額滿為止。 

相關申請表單請至學務處「高教深耕-深耕助學計畫」網頁下載 

實見習專區 

http://www.ncyu.edu.tw/stud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60972
http://www.ncyu.edu.tw/stud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60972
http://www.ncyu.edu.tw/stud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60972
http://www.ncyu.edu.tw/careercenter/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62071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獎助學金適用對象本校在學學生
(不含公費及在職專班)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原住民學生(具學雜費減免)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 

•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或新住及其子女 

2018/9/11 14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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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師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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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師協助事項 

2018/9/11 16 

• 目的:與導師分享如何運
用UCAN系統，作為職涯
輔導參考 

• 場次:10月3日(民雄校區)、
10月17日(蘭潭校區) 

• 講師:邀請中原大學廖慶
榮老師蒞校分享 

請踴躍參
與UCAN職
能診斷說
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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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師協助事項 

2018/9/11 17 

• 目的:利於畢業後連繫 

• 作法:提醒同學維護校務
行政系統-個人資料 

• 常用e-mail信箱 

• 個人行動電話 

協助同學
校正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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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師協助事項 

2018/9/11 18 

請協助弱勢學生申請見(實)習獎助學金 

請協助告知同學各項職涯訊息取得管道 

如有就業或職涯講座需求請與我們連繫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感謝您的聆聽  

19 2018/9/11 



嘉義大學 
107年度導師會議暨 

導師知能工作坊 

《特殊教育服務簡介》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各校區輔導員: 

     新民校區－黃莉凌／蘭潭校區－高凡絨、黃雅珍／民雄校區－鍾士豪、謝依妏 

 電話:05-2712819、2717957、2263411轉125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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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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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管院碩士在職專班  

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 

新民校區輔導員介紹 



蘭潭校區輔導員介紹 

A 

生化科技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進修) 

應用數學系 

電機工程 

中文(進修) 

生命科學院、理工學院 

B 

景觀學系(進修) 

動物科學學系 

。 

農學院 

園藝學系(進修)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進修)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農學院 



民雄校區輔導員介紹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暨研究所 

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幼兒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數理教育研究所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視覺藝術系暨研究所 

應用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 

音樂學系暨研究所 

人文藝術學院 



服務項目：  

( 一) 生活輔導  
( 二) 學業輔導  
( 三) 社會適應輔導  
( 四) 心理輔導  
( 五) 轉銜服務  
( 六) 進行全校師生特教宣導  



107年度身障學生數及障礙別 

編號 障別 人數 

1 聽覺障礙 18 

2 學習障礙 16 

3 肢體障礙 9 

4 身體病弱 7 

5 自閉症 6 

6 腦性麻痺 4 

7 情緒障礙 3 

8 視覺障礙 3 

9 智能障礙 2 

10 多重障礙 2 

11 語言障礙 1 

總計   71 



PART 



聽障學生的特質 

1. 聽覺障礙是由於先天或後天因素，導致聽力受損，以致無法像普通人一樣接受聲音訊息。 

2. 聽障生是依靠其殘餘聽力與視覺上的讀話瞭解別人說話的內容。 

3. 對聽障生而言國語中的二聲和三聲，和ㄐ、ㄑ、ㄒ、ㄓ、彳、ㄕ、ㄖ、ㄗ、ㄘ、ㄙ、ㄦ、ㄩ發音困難，且語

調大多單調，少有抑揚頓挫，導致發音異常影響其清晰度。 

4. 聽障生和別人溝通時，有時會有聽錯說話內容，或答非所問之情形。或是沒有反應，或是看見別人的反應時，

才跟著反應。聽障生難以完整接收外界語音訊息，即使戴了助聽器仍會因噪音的干擾而無法聽清楚。 

5. 聽障學生戴上助聽器後，所有的聲音都放大了（包括噪音），如果太大聲，他們耳朵會受不了，可是小聲又

聽不見，請用一般的音量跟他溝通即可。 

6. 聽障生主要依賴視覺觀察並學習。有些聽障生口語發音不清晰，但只要努力有耐心地聽，仍是可以聽懂。 

7. 聽障生並不一定是消極被動、或沈默寡言、或情緒不穩、或興趣狹窄者。且聽障也非造成上述現象之直接原

因，往往是因為周遭所接觸的人不接納或排斥而導致其情緒及人際關係困難。 

8. 每位聽障生的情況都不太一樣，上述對其生活及學習的影響狀況會因人而異。 

9. 在英文學習方面較困難，因英文發音有許多氣音部分，聽覺障礙學生學習較為吃力。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上課前 

1. 儘可能將您的課業要求詳列在授課綱要中並發給聽障學生，使其能依照您的要求，提早準備。 

2. 請指定科長或你所任教科目表現較佳的同學協助身障學生課堂筆記，若有作業分組，有些聽障學生會

需要協助其進行分組，以避免落單。 

 

◆課堂中 

1. 請協助學生克服障礙作有效的學習，包括聽課、作筆記、分組、課堂討論、考試等。 

2. 聽障生難以完整接收外界語音訊息，即使戴了助聽器仍會因冷氣機等噪音的干擾而無法聽清楚。授課

時需使用FM 調頻輔具麥克風，並多利用板書、講義、書籍等視覺性教材加以輔助， 以利學生學習。 

3. 若進行分組討論，聽障生會因為冷氣機、其他組的討論聲音等干擾而無法聽到同組同學的討論，再加

上聽障生不好意思一再要求同學重講或解釋，以致其參與情形不佳。請老師提醒同組同學體諒，或是

安排該組到隔壁空教室討論，或事先告知聽障生討論主題以便其準備好書面意見給同組同學。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課堂中 

4. 聽障生的座位，以靠近前面中央地區為宜，較易看到板書及老師的唇形，也易聽取聲音。 

5. 請老師授課時正面保持在聽障生的可視範圍內。並讓聽障生清楚的看見肩部以上之部份。 

6. 課堂上若有同學發問或回答問題，請老師能重述其他學生之發言，增加聽障生的理解。 

7. 觀賞幻燈片時，老師宜在光亮處解說。 

8. 上課中請多以眼光接觸聽障生，看出他們是否專心與瞭解。 

9. 鼓勵聽障學生發言問問題或回答您的問題，以建立其發言的信心。 

 

◆作業繳交 

1. 原則上聽障學生能完成所有的作業，但若因學生之障礙影響其學習或作業表現，請給予其他替代

作業，以促進其成長與學習。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考試安排 

1. 原則上聽障學生能完成所有的紙筆測驗。但若使用聽寫的方式進行考試，請老師考量用替代性評

量。 

2. 儘可能將答題說明詳列在試卷上，若有臨時的口頭說明，請了解聽障學生是否已「聽」清楚。 

3. 若有需要，請提供考古題事先作練習，以利其掌握考試方向。 

 

◆人際關係 

    身心障礙學生往往因為周圍所接觸的人不了解或不接納而導致人際關係問題，進而影響到課業學

習。請鼓勵班上同學接納身心障礙學生，並給予適當的協助，也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多與班上同學互動

與溝通，增進彼此間的相互認識與瞭解。 



PART 

學習障礙學生介紹 



學障學生的特質 

1. 學習障礙是一群學習異常現象的統稱，包括各種不同類型，學習障礙並不同於一般的學習困難，其一般智力在中

等或中等以上，但是在聽、說、讀、寫、推理、運算的學習力上，會出現一項或多項的顯著困難。 

2. 學習上的異常是因為神經中樞的異常而導致，並不是由於智能障礙、感官缺陷、情緒困擾、環境文化等因素所造

成。 

3. 學習障礙學生可能會出現學習成就和潛在能力之間有很大的差距，或是個體本身不同能力之差異很大，但是透過

有效的教學策略，學習障礙學生一樣可以超越障礙，發揮潛在的能力。 

4. 學習障礙可能會出現動作協調差、精細動作不良、語言發展較慢、視或聽覺區辨力差等，另外也易挫折、不易專

心、衝動、學習意願不高、不易與同年齡的孩子交往等⋯。 

5. 學習障礙可能會有的困難為：閱讀困難、書寫困難、運算困難、推理困難、聽覺處理困難、口語表達困難等。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上課前 

1. 請儘可能將您的課業要求詳列在授課綱要中並發給學障學生， 使其能依照您的要求，提早準備。  

◆課堂中 

1.  請您協助學生克服障礙作有效的學習，包括聽課、作筆記、分組、課堂討論、考試等。 

2. 可申請並建立輔導學伴、同儕志工或任課科長體系，以協助學障學生課業學習。 

3. 瞭解學生的內在能力，評量學生的優缺點， 訂定學習基準線， 針對他們的理解能力提供教學與教材。  

◆作業繳交 

1. 原則上學障學生能完成所有的作業，但若因學生之障礙影響其學習或作業表現，請您給予較充裕的時間，或

提供變通的替代方式讓學生達到相同功能。( 例如無法用手書寫完成作業，可以利用電腦完成作業。) 

◆考試安排 

1. 原則上學障學生能完成所有的測驗。但若使用閱讀、書寫的方式進行考試，請您考慮是否使用替代性評量或

調整。 

2.  請您儘可能將答題說明詳列在試卷上，並輔以口頭述明，以利學障生瞭解。 

3. 若有需要，請老師提供考古題事先作練習，以利其掌握考試方向。 



PART 

肢體障礙學生介紹 



肢障學生的特質 

1. 肢障的障礙主要出現在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神經系統這三方面。心肺系統障礙：可能有呼吸問題，

例如氣喘或心臟缺陷，無法從事跑步、爬階梯等體育活動。肌肉骨骼系統障礙：由於肌肉萎縮或嚴

重外傷，造成肌肉無力、關節發炎、截肢等。另外因脊髓彎曲導致背部疼痛，壓迫到心臟、肺腔等，

他們須依靠賴別人才能走動、進食、如廁等；神經系統障礙：因大腦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傷，導致動

作機能異常，俗稱腦性麻痺。 

2. 在意他人眼光：身體往往是他人最先注意的地方，肢障生容易猜測別人對他的看法，但猜測不一定

符合真實情況，這樣先入為主的想法可能造成誤會，形成隔閡。 

3. 自我價值感低落：由於身體的缺陷，肢障生多有自卑的感覺， 對自我的價值有所疑惑。若是需長期

仰賴他人協助的肢障者， 更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容易產生自我貶抑的想法。 

4. 易有孤單孤立的感覺：身體的障礙往往造成在團體活動中，例如體育課，無法如一般人自由參加，

不能參加無形中易有孤單之感，連帶會有比不上他人的想法。 

5. 憂慮前途：適合肢障生的工作不一定有適合的工作環境。因此面臨未來抉擇也較常人多一份擔心。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上課前 

1. 編班安排教室時，請考慮肢障學生的體能負荷與行動方便；教室位置盡量安排靠近出入口的位

置，並請身旁的同學給予關懷和協助。 

2. 儘可能將您的課業要求詳列在授課綱要中並發給肢障學生，使其能依照您的要求，提早準備。 

◆課堂中 

1. 安排班級事務或學習活動時，請先不要預設他們無法完成，應提供肢障學生參與的機會。 

2. 上半身或手動操作受限制者，可能需要代抄筆記同學。 

3. 實務課程如實驗課、實習課，請老師依情況給予協助或替代方案。 

◆作業繳交 

1. 原則上肢障學生能完成所有的作業，但若因學生之障礙影響其學習或作業表現，請給予其他替

代作業，以促進其成長與學習。 

◆考試安排 

1. 張力協調異常或無法書寫的學生，考試時請改為電腦作答或口試。 

2. 上半身或手動操作受限制者，可能需要延長考試時間，以口試方式參加考試等。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人際關係 

1. 身心障礙學生往往因為周圍所接觸的人不了解或不接納而導致人際關係問題，進而影響到

課業學習。請鼓勵班上同學接納身心障礙學生，並給予適當的協助，也鼓勵身心障礙學生

多與班上同學互動與溝通，增進彼此間的相互認識與瞭解。 

2. 提供肢障學生適當的表現機會，並鼓勵他在團體中力求自我認識和自我成長。 

3. 提示肢障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讓他知道身體雖有缺陷，但仍然是個有價值的人。 

4. 盡可能讓肢障學生過正常的團體生活，避免因為教學過分特殊而把學生引入孤立狀態。 

5. 肢體障礙在外觀上是無法改變的，但最大敵人卻是心理上的障礙，若能破除這個敵人，就

像俗話所說「殘而不廢」，相信他們一定能走得又快又好。各位老師您的關懷與鼓勵，也

將是他們一生中最珍貴的禮物。 



PART 

自閉症學生介紹 



自閉症學生的特質 

1. 自閉症是一種因先天神經生理的因素所引起的疾病，導致他們的思考及行為的方式和一般
人不同，尤其在和人的溝通互動上有障礙。 
2. 自閉症大致擁有正常智力，但在學習上、生活上及與人的溝通互動上，仍有困難需要協助。 
3. 在社交人際關係的發展上有缺陷，落後同年齡同學很多。對於別人給的刺激，有時沒反應、
有時反應怪異，不會看人臉色， 不懂一些約定俗成的人際規則。 
4. 在語言的使用上也有缺陷，有的會出現自言自語，有的則是不會和人恰當的對談、聽不懂
言外之意。 
5. 在學習上，優於視覺處理、拙於聽覺處理，也就是說用看的比用聽的容易懂，但因視覺搜
尋能力弱，故需放慢速度閱讀。 
6. 不會將心比心設想別人的想法。 
7. 目前眾人所知的亞斯伯格症已經納入輕度自閉症，但輕度的自閉症與人互視的眼神接觸還
是有質的缺陷。亞斯伯格症則會因誤解別人侵犯其安全空間，而直盯對方。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上課前 
1. 儘可能將您的課業要求詳列在授課綱要中並發給自閉症學生， 使其能依照您的要求，提早
準備。 
2. 請指定科長或您所任教科目表現較佳的同學協助自閉症學生課堂筆記，若有作業分組，自閉
症學生會需要協助其進行分組，以避免落單。 

◆課堂中 
1. 多利用清晰的視覺提示：盡量利用教科書、講義、視聽媒體的簡報幫助他學習。 
2. 指出重點：利用組織過的教材或帶他畫重點來直接告訴他教材重點。 
3. 盡量具體：以故事、實例來解釋抽象的觀念，尤其對於涉及人際關係、人的心理變化的材料
更請具體說明。 
4. 補救措施：若發現自閉症學生仍難以理解時，請考慮簡化、淺化或改編的教材，必要時可使
用和原班同學不同範圍或重點的教材。 
5. 自閉症學生有時無法完全配合常規要求，不是故意和老師作對，而是真的不懂不會，請給他
再一次提示和練習的機會或請班上同學協助。 
6. 在課程進行中請多給一些視覺線索和提示，自閉症學生擅長視覺處理。 
7. 自閉症學生參與課程表現良好時，請老師適時予以鼓勵。 



請老師協助的地方 

◆作業繳交 
1. 原則上自閉症學生能完成所有的作業，但若因學生之障礙影響其學習或作業表現，請給予其他替代作業，

以促進其成長與學習。 
 
◆考試安排 
1. 必要時依學生個別情況調整作業或評量，以減量或改變內容。 
 
◆人際關係 
1. 身心障礙學生往往因為周圍所接觸的人不了解或不接納而導致人際關係問題，進而影響到課業學習。請

鼓勵班上同學接納身心障礙學生，並給予適當的協助，也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多與班上同學互動與溝通，
增進彼此間的相互認識與瞭解。 

2. 盡可能讓自閉症學生過正常的團體生活，避免因為教學過分特殊而把學生引入孤立狀態。 
 
◆生活 
1. 了解自閉症學生的狀況，清楚知道如何協助和應變，並請班上同學一同協助。 



Q&A 



THANK YOU!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