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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導師，用愛相伴走一段
親愛的導師，您好：
又到了新的一個學期開始，這二年因為疫情的關係，衝擊到大學校園，許多實習機會和工作機
會受到影響，學生的情緒狀態也有所變化，也許您也正思考著能再為學生做些什麼？在下個學期的
導師時間可以如何運用？當學生有心理上的需求時，多一點及時的關心和陪伴，就可以多一些預防
的效果。謝謝您與我們一起來關心學生。學生輔導中心提供以下陪伴關懷學生的方法。
保持連結：當學生處在低潮中，很多時候他們沒有力氣面對身旁的人事物，有品質的陪伴可以
讓學生獲得情緒的舒緩。邀請您適度地與他們連結，透過面談、電話、聚餐或導師時間，讓學生談
一談自己的情緒和壓力。
詢問關懷：面對學生低潮或可能的內在想法，老師可以放慢關懷速度、先避免建議，用開放態
度試著了解學的狀態，例如：你現在覺得怎麼樣？現在的感受是什麼？有什麼我可以協助你的嗎？
給予回應：適時回應學生，做法是先盡量讓對方可以暢所欲言的表達感受，不急著說出自己主
觀的判斷，試著表達同理和對方可能的感受，也可以表達自己的陪伴意願，例如：我感覺你真的有
好多辛苦、如果你願意，是否可以讓我暫時陪著你呢？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
適時轉介：當老師已嘗試過不同的協助方法，仍不清楚如何面對可能的情緒與危機，或仍存有
或大或小的疑問和擔心，此時是對外尋求專業人員協助的時刻，例如直接聯繫學生輔導中心或專責
導師。
共同承擔：讓學生知道，即使對外尋求協助，您仍會願意和學生一起承擔困難與壓力。您是學
生在學校生活有力的後盾，會用保密和專業轉介，陪著學生一起承擔生命中的困難與挑戰，用陪伴
與關懷，協助每一個在生命低谷的學生。
歡迎您運用學輔中心提供學生適當的心理照顧，若發現學生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學輔中心的網
頁上有不同的主題，例如生涯主題，心理健康主題的文章，都可以印出提供給學生參考，網頁上也
有很多相關輔導作法與資源。如您有任何的疑問，或發現有輔導資源介入需求，歡迎和我們連繫。
謝謝您，祝您教學愉快!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提供
（校本部）02-77495363、77495364；（公館校區）77496451
資源連結～ http://counseling.sa.ntn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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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師職責
導師請至本校首頁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點選應用系統之學務相關系統（導師輔導活動紀錄表）
填寫學生輔導紀錄。

一、主任導師
主要職責如下:
（一）推展該學系學生事務工作。
（二）協調學術與生涯導師、專責導師及授課教師，共同解決該學系學生事務。
（三）召集各系高關懷及危機個案輔導會議。
（四）每學期召開導師會議（可與系務會議合併進行）。
（五）出席有關學生事務之相關會議。
（六）其他與學系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二、學術與生涯導師
依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研究生新生導師及大學部學術與生涯導師每月
均需至「學生輔導資訊系統」詳實登載班級及學生個人輔導紀録。主要職責如下:
（一）選課指導與建議。
（二）例行性學習情況檢視。
（三）學習困擾學生之輔導與轉介。
（四）職業及生涯發展建議及輔導。
（五）學生申請獎學金及求職或升學之推薦。
（六）與系主任、授課教師及專責導師間之協調合作。
（七）其他與學生學習和生涯發展等相關事項。

三、專責導師
本校為積極推動學生事務的專業發展，落實導師輔導工作，並促進學生學習及全人發展，以培
養學生之健全品格，特成立專責導師室，並聘用具備學生事務、諮商輔導或教育專業之碩士級專任
人員擔任學士班專責導師，負責學生生活輔導與特殊事件之處理，並在學術與生涯導師及學輔、健
康、特教中心等相關專業單位全方位的支持與協助之下，落實三級輔導機制。另為加強原住民籍學
生輔導，於校本部及公館校區各設置原住民族學生專責導師1人，並成立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專責
導師業務職掌如下：
（一）生活常規教育(含學生請假)
（二）日常生活適應
（三）偏差行為導正
（四）緊急事件處理
（五）助學資源爭取與運用
（六）高關懷與危機學生之初級預防
（七）其他與學生事務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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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專責導師室提供

四、進修碩士專班導師
進修碩士專班依本校「進修碩士專班導師制度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各班每學(暑)期導師時
間至少安排五小時，並填寫「導師輔導活動紀錄表」。主要職責如下:
（一）學生學習與生涯發展輔導。
（二）學習困擾學生之輔導與轉介。
（三）指導學生填寫學生輔導系統各項資料，以供導師輔導之參考。
（四）學生請假之審核。
（五）與主任導師、授課教師間之協調合作。
（六）其他與學生事務相關事項。

五、學生請假與核假：
（一）依本校學則第35條、第68條及第96條規定：「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規定請假，請假經核
准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核准者為曠課」。請導師儘速審核假單，以維學生權益。缺
課及曠課重要規定如下：
1. 任課教師得依學生缺、曠課之情形予以扣分。
2. 自上課之日起，缺課時數達該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予休學；惟公假經行政院相
關部會建議並由學校同意者，不計入缺課時數。
3. 一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應予退學。
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者，不適用前項第
一、二款之規定。
（二）學生請假由系所核定，其准假權責暨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 線上假單核假：二日以內由導師核准(學士班由專責導師核准)，逾二日以上由系主任（所
長）核准，並由系所請假承辦人結案備查。
2. 書面假單核假:學生申請銷曠或考試假，須經授課老師或代理人同意，二日以內由導師決行；
逾二日以上由系主任（所長）決行，再由系所請假承辦人存查並給予學生准假單留存。
3. 學生送出線上請假單，請假系統即以電郵通知核假人審核假單，請務必收取學校信箱信件。
4. 有關學生請假系統操作說明、請假流程、法規等相關資訊，請至生活輔導組「學生請假」
網頁（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305.php）瀏覽下載。
（三）導師可善加利用學生請假系統之「導師功能」，以作為輔導學生之參考，其功能如下：
1. 導師線上核假。
2. 學生假單狀態查詢。
3. 學生請假紀錄查詢。
4. 系年班學生請假明細紀錄表。
5. 學生請假紀錄表。
6. 學生喪假及連續3天病假統計表。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供
-----回目錄頁
3

貳、學生學習資源
一、教學與研究
（一）學生赴外學習（承辦人：赴外交換生：陳怡君 02-77491263 serena102@ntnu.edu.tw；
林姿甫 02-77491281 arieltflin@ntnu.edu.tw）
1. 赴外交換:
（1）短期赴外進修係指本校學位生前往姊妹校交換一學期或一學年，僅修習學分不得修讀
學位。
（2）交換管道分為校級、院級、系所級，不同層級之交換合約在不同單位由各承辦人負責。
（3）國際事務處負責執行校級交換，約於每年4~5月及11~12月辦理次一學年度赴外之甄選
（例如欲於111-1學期赴外之同學，須於110-1學期約11~12月時參加甄選），並依國家
及地區別，分成英歐語組、中文組、日文組、韓語組，學生提出交換申請時僅得申請
同一語組之學校（最多可填10間志願學校）。
A.校級赴外交換時程:

B.申請文件:核章後之申請表、語言能力證明、學業及相關學術表現（成績單）、自傳及
讀書計畫、大學（含）以上優良事蹟或活動證明（例如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保
證人同意書（公費生）、報名費繳費證明等上傳至赴外交換申請系統。
C.兩階段分發:評審評分後，公告甄審成績，依學生填寫之10個交換校志願序進行分發，
第一階段分發若學生不滿意錄取之學校，可放棄進入第二階段分發。若第一次分發學
生落榜，也可重新選填志願進入第二階段分發。
D.放榜後，由國際事務處推薦學生申請姊妹校交換計畫，姊妹校經過審查後，核發入學
許可，學生辦理簽證、購買機票後出國交換。
2. 雙聯學制:
（1）雙聯學制係指本校與境外大學簽署合作雙聯協議，協助符合資格之學生至對方校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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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由兩校授予學位。
（2）赴外雙聯可分為校級、院級、系所級，不同層級之雙聯合約由各單位承辦人負責。國
際事務處負責辦理校級雙聯，約於每年3月、10月天普大學派專員來校宣傳3+2學碩雙
聯說明會，國際事務處約於每年2月及9月接受下一學期之申請（例如欲於110-1學期參
加雙聯之同學，須於109-2學期約2月時參加甄選）。院系所級雙聯由薦送單位上簽會
辦國際事務處與教務處後，由國際事務處處每學期彙整赴外雙聯名單提供給教務處，
以改變同學之身分別。
3. 寒暑期短期研習營:
（1）寒暑期短期營係指學生利用寒暑假期間，參與國際事務處官網公告之姊妹校或其他全
球頂尖大學的短期營，赴外期程以1周至2個月不等。
（2）前揭短期營如有提供正式學分，同學可於課程修畢後，持課程修畢核發之正式成績單、
學分採計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向校內開課單位及課務組申請學分採計，惟學分認定將
以教務處為準。
（3）另為利統計本校學生國際足跡及學分採計申請，同學需於參與課程前須告知國際事務
處，以利國際事務處彙整學生名單。
以上資訊由國際事務處提供
-----回目錄頁

（二）選課與升學管道
1. 利用「大學如何學—課業指南」、「研究生手冊」，協助學生規劃學習生涯
為協助大ㄧ生有效規劃學業並尋求校內學習相關資源，教務處編製「大學如何學—課業指
南」手冊及「大學如何學簡報英文版」，詳見教學發展中心網頁（https://ctld.ntnu.edu.tw/）；
另針對研究生編製「研究生手冊」，內容包含了從入學至畢業應注意的相關資訊。以上資
料皆放置於教務處網頁，歡迎師生下載參考使用。
2. 學生選課與輔導
（1）日間學制學生選課期程、相關規定及系統操作說明等已彙整於教務處網頁「選課」專
區，歡迎參閱並轉知學生查看。
另請導師協助前學期修讀學分數九學分以上且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學
生：
A.選課及學習輔導（學術導師）：每學期補交成績截止日後10日內，教務處會將前述學
生名單及「選課暨學習輔導紀錄表」送達各系，請各系學術導師訪談後輔導學生選課，
並於選課結束後一週內（本學期為10月14日前）將「選課暨學習輔導紀錄表」交由系
所統一彙送課務組，以便後續選課或轉介輔導。
B.本學期期中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10年11月10日至11月23日止
本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10年12月29日至1月18日止
C.本學期停修課程申請時間：110年11月3日至12月14日。（密集授課課程應於課程開始
後次一工作天至課程結束前最後一個工作天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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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關懷及追蹤輔導(專責導師)：請各學系專責導師，與學系、學生及家長密切聯繫，了
解學生情況並持續追蹤輔導，完成後將追蹤輔導紀錄表送至教學發展中心留存，後續
教學發展中心將追蹤輔導紀錄表轉知各學系供輔導參考。
（2）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學生選課相關規定
A.在職進修學位班選課採二階段網路選課，原則上以選修各系所開設課程為主。
B.各學期選課時程請依行事曆所列時間為準，請各系所依期輔導所屬學生選課，逾期將
不予受理課程加退選作業。
C.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跨學制、班、組、系選課，以選修課程為限，且跨選總學分不得
超過8學分。
D.學生每學年（暑期）修習學分數最高上限為18學分（不含學分另計之科目）；下限由
各系（所）自訂。各系所若需提高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應提經教務會議同意。
E.各課程最低開課人數11名，低於11名是否開課由各該系所自行決定，但須依不足人數
之學分費用扣減分配款。
F.除招生簡章另有規定者外，本校在職進修學位班不得修習教育學程。
本學期期中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10年11月10日至11月23日止。
本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10年12月29日至1月18日止。
G.本學期停修課程申請時間：110年11月3日至12月14日，EMBA、GF-EMBA 停修日期
另定之。（密集授課課程應於課程開始後次一工作天至課程結束前最後一個工作天完
成申請。）
3. 輔系、雙主修、轉系、學分學程修習
110學年度起雙主修、輔系新增預修生制度。即學生修習通過加修學系之輔系或雙主修課架
內「先修課程」者，可申請登記為學系預修生。未來如持續修習課架一定學分(輔系8學分；
雙主修16學分)後，即可由系統判斷轉換為輔系生或雙主修生資格。相關訊息公告於教務處
註冊組「轉系、雙主修、輔系」專區，請師長鼓勵同學依興趣志向跨域學習。
（1）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申請期程：111年4月11日起至4月25日止。
（2）雙主修、輔系課架(含「先修課程」)，請至本校開課查詢系統–課架查詢子系統查閱
https://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index.jsp

（3）雙主修、輔系資訊：https://www.aa.ntnu.edu.tw/4intro/super_pages.php?ID=4intro3
（4）學分學程資訊：http://www.aa.ntnu.edu.tw/6intro/super_pages.php?ID=6intro6
4. 通識教育與共同教育學科修習
（1）通識教育
通識課程之修業規定及課程架構是以學生之入學學年度判斷。相關詳情請見教務處/通
識教育中心網站/學生專區/通識修業規定。
※通識新、舊制重點說明：
A.109學年度(含)以後新制
通識課程分為「博雅課程」、「跨域探索」、「自主學習」三大類課程，學生至少
應修習18學分之通識課程。課程類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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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雅課程：分為「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邏輯運算」領域。
學生於博雅課程各領域至少須修習2學分，共須修習至少8學分。

-

跨域探索：分為「學院共同課程」、「跨域專業探索課程」、「大學入門」。學生
於跨域探索課程至少需修習4學分。

-

自主學習：分為「專題探究」、「MOOCs」（限本校 MOOCs、Coursera、Udacity
與 edX），至多修習4學分。
B.106-108學年度舊制
通識課程包含「語言與文學」、「藝術與美感」、「哲學思維與道德推理」、「公
民素養與社會探究」、「歷史與文化」、「數學與邏輯思維」與「科學與生命」共
七大領域，每一領域至少修習2學分；另有第二外語、生活技能、自主學習課程，為
自由選修。
通識課程所屬領域是根據課程於系統內之標註判別，非以課名自行判斷，請學生於
選課時務必確認課程領域。建議學生於畢業前提早一學期檢視通識修習情形，並及
早規劃完成通識各領域修習。
因應新上路之雙主修、輔系新制，學生修習各系跨域探索課程，可同時完成雙主修、
輔系課架學分，並採認為通識學分。相關詳情請見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網站/學生
專區/通識修業規定。
（2）邏輯與程式教育
為培育大學生運算思維能力，109-1學期通識領域改制之「邏輯運算」領域，課程內容
主要為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其中「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為專為非理工學院學生所設
計之視覺化程式設計課程，同學可以作為入門課程參考；若已有基礎者，可依照個人
專業以及興趣選修進階課程，且可選擇四個「人機共創學分」學程（學習與資訊、數
位人文與藝術、資訊科技應用學分學程、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分學程）繼續進修。
（3）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
本校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應修中文閱讀與思辨、中文寫作與表達各2學分。採線上選課，
學生自行於選課系統加退選，大一學生選課以學系所屬選課時段為原則。考量跨域學
習需求，增加修課彈性，除部份專班外，各時段課程於開學加退選階段解除學系擋修
限制，並增開夜間課程供選修，以利學生安排課程。
（4）英語能力檢定考試
本校英語能力會考：110學年度第1學期英語能力會考（Lexile 藍思測驗）將於11月舉辦，
詳細考試相關資訊請參考教務處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組」網頁。有關藍思測驗
之準備，本校於圖書館及英語自學教室（樸101）皆設有 Lexile 圖書專區，提供大量
Lexile 撰寫之英文書籍供同學閱讀。針對會考未能通過的同學，也可在師大 Moodle 平
台上的【線上英文文法】課程修習學分，其內含基礎英文文法測驗練習及 Lexile 書籍
朗讀，資訊請見: http://bit.ly/2YOuNlF。另外，教務處外文教育組也會舉辦相關活動幫助
同學提升英文能力，相關活動將於開學後陸續宣導並由任課教師協助推廣。活動詳情
隨時會在教務處/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組網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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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同體育
11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體育必修至少4學分，其學分及成績計入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
學分數。入學第一學期，「大一體育」由系統預選，以學生所屬學系班級上課為原則，
之後學生可以自我興趣每學期任選一門體育課修習，詳細修業規定請至教務處共同教
育委員會「普通體育組」網頁查閱「共同體育修習要點」。
藉由體育課程的延伸，為培養學生運動鑑賞能力，本校辦理「運動觀賞補助」與全校
性大型活動，如「全校太極拳比賽」以及「運動文青獎」等，另成立「師大瘋運動」
FB 粉絲專頁、「師大瘋運動」YouTube 頻道，安排線上體育課程、發佈最新運動相關資
訊等，藉此提高學生運動素養、培養終身運動習慣，以建立未來健康生活型態。
5. 研究生學術研究倫理
（1）依據本校「學術倫理與誠信教育實施要點」及106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決議，105學
年度起入學起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生，須於申請學位論文口試前完成
學術倫理課程，檢附通過證明，並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任簽核後始能正式撰寫學位論
文。
（2）依據本校「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檢附「線
上剽竊系統之論文原創性報告」及「學位論文學術倫理聲明」，線上剽竊系統可使用本
校圖書館「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或其他系所認可之原創性比對系統。
6. 升學
（1）升學管道
A.碩士班
- 碩士班甄試：於每年9月公告簡章，10月初開放報名，10月底~11月中旬舉行考試。
- 碩士班考試：於每年11月公告簡章，12月初開放報名，2月舉行考試。
- 學士班學生五年連修讀學、碩士學位：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學生能連貫學習及縮短修
業年限，以早日就業、升學或出國留學等，訂定「碩士學位先修辦法」。
B.博士班
- 博士班甄試：於每年9月公告簡章，10月初開放報名，10月底~11月中旬舉行考試。
- 博士班考試：於每年12月底公告簡章，3月開放報名，4月底~5月初舉行考試。
- 逕讀博士班：鼓勵本校學士、碩士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之學生，申請逕行修
讀本校博士學位，每學期辦理1次。
（2）入學獎學金
A.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於每年8月31日前受理各學系推薦。
B.本校畢業生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每學期初，由系所提出申請名單交教務
處審查。
C.本校108學年度起獲科技部補助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每年13至14名，目前依110學
年度第4次招生委員會提案通過排序，通知系所推薦獎勵名單。
以上相關辦法可於教務處網頁/教務法規/招生法規項下查詢。
（3）本校數位課程、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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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世代學習模式，本校積極將課程轉型為數位課程，亦致力將現有的在職專班轉
型為數位碩士在職專班，並提供教師及學生一個更加多元的教育環境，相關訊息請至
教務處網頁/網路大學籌備處查詢，網址為：https://www.co.ntnu.edu.tw/。
本校運用 Moodle 3.7數位學習平臺，提供課程大綱、課程影片、教學進度、作業說明，
以及作業區、討論區、線上測驗等功能，詳見網址：https://moodle3.ntnu.edu.tw/。
以上資訊由教務處提供
-----回目錄頁
（三）課業學習諮詢與輔導計畫補助
名稱

學生課業輔導員

課業輔導學習社群

晨光學習輔導計畫
（弱勢生學習輔導）

申請月份

每年2月/ 9月

每年2月/ 9月

每年2月/ 9月

說明

獎勵方式

一、各學系統籌，媒合需要輔導及願意擔
任課輔員的學生，由學術導師或專責
導師擔任指導老師。
二、依受輔學生之不及格學分數為審查依
據。
三、每學期輔導次數應達至少6次。
四、課輔員需於學期結束前填寫「課業輔
導學習紀錄」及期末回饋問卷。
一、凡本校在校學生，及經系所推薦之大
學高年級生與相關專業領域教師等，
皆可提出申請。
二、每學期社群研討應達至少五次。
三、每次研討後彙整相關紀錄，並繳交成
果報告書。
四、社群皆需推派成員參與交流活動以簡
報方式分享執行情形。
五、學期末填寫學習問卷。
一、符合學務處築夢工程學習方案
(https://goo.gl/UqYFpP)申請資格之本
校在校學生。
二、有意申請晨光學習輔導計畫的同學，
可先參考及報名學務處築夢工程學習
方案，並預先準備晨光學習輔導計畫
申請書，待確認資格符合後即可申
請。
三、每學期教師與學生至少4次面談。
四、學生需參與學生交流會議，瞭解本計
畫應執行事項。
五、邀請教師參加教師交流會議，分享教
師與學生互動狀況。

每 名 課 輔員 核 發學
習獎勵金5,000元。

視 計 畫 申請 內 容及
參 與 人 數作 為 核發
補 助 依 據， 每 案經
費補助上限為 1萬5
千元。

每月5,000元。

以上資訊由教務處提供
-----回目錄頁
（四）學生參與研究計畫
1.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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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每年1-3月申請，研發處將依當年度科技部來函訂定校內截止日，並於研發處網頁公告。
科技部計畫網頁: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2af9ad9a-1f47-450d-b5a1-2cb43de8290c?l=ch
2. 其他政府單位來函徵求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視徵求單位來函，不定期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3. 創業輔導資源：
為提升本校校園創業環境，結合研發育成輔導資源，提供師生創業實驗場域與資源，培育
具創業家精神人才，協助本校師生創業實踐，辦理相關培育項目:
（1）「Startup創業競技場」競賽，活動每年於4月底公告相關辦法細節，8月中旬截止收件
報名，於9月舉辦競賽決選。
（2）「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此計畫宗旨為協助學生實際成立公司營運，將
於9月中公告收件方式及日期。
（3）110年度「U-start創新創業計畫」-「行銷戰鬥營」規劃於110年9月6日到12月13日每周
一線上課程影片上架，凡對創業有興趣之學生皆可線上觀看系列相關課程，並協助輔
導參與明年度申請計畫案。
4. 110年研究倫理審查費補助作業：
法規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0年研究倫理審查費補助作業規定。
約每年3月補助作業規定公告後開始申請至11月30日截止收件。
以上資訊由研究發展處提供
-----回目錄頁
（五）師資培育制度
師資培育相關重要訊息公告
主題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時間
自評：110年9月30日、10月1
日
實地訪評：110年11月25日、

網址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page.aspx?id=284

11月26日
111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甄選

預 計 於 111 年 1 月 底 公 告 簡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章、4-5月辦理甄選

upload/tep/professional/4-11-27.pdf

師資生自主學習社群活動

即日起至110年10月4日受理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page.aspx?t=act&id=86

報名
雙語教育師資培育工作坊

110年10月23日、10月30日、 https://www.facebook.com/N
11月6日（六） 9:00-16:00 。 TNUIBEC
於110年8月26日至10月8日受
理報名

111學年度國際教師學分學程 111年3月中受理報名，詳細 https://www.facebook.com/N
TNUI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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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暨先修課程招生

時間

網址

時間及內容屆時將於 FB 及學 https://sites.google.com/gapps
程網站公告

.ntnu.edu.tw/ntnuibec/

110學年度第1學期師資生教 110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受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學實務能力檢測

理報名

index.aspx
以上資訊由師資培育學院提供

-----回目錄頁
（六）圖書資訊服務
1. 開通讀者專區
請鼓勵同學至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開通「My Library 讀者專
區」帳密，以便查核個人借閱紀錄、跨校區借書、預約圖書、電子資源利用、申請臺灣大
學聯盟一卡通，以及使用校外連線等服務。

2. 讀書會(https://subjectguide.lib.ntnu.edu.tw/readinggroup)
(1) 為強化學生外語學習，圖書館於每學期辦理「英語讀書會」活動，由本校外籍生、碩
博士及英文優異大二以上學生擔任小組帶領人，帶領各讀書會小組於每周進行主題式
導讀討論，培養學生英語閱讀及口說能力；期初將規劃辦理說明會與工作坊培訓，由
專業領域師長指導帶領人閱讀/口說教學與讀書會經營技巧，並於期末辦理成果展演
「英語趴」活動邀請師生一同參與。本學期帶領人招募時間為110年9月22日至10月3日
止，一般同學報名時間預定為10月8日至10月17日止，請留意讀書會網站公告，敬請導
師轉知同學踴躍參與。
(2) 圖書館為鼓勵本校學生提升自主學習精神，於每學期辦理獎助學生「自主讀書會」，凡
本校學生五人(含)至十人，即可自組讀書會並提出計畫書申請。申請內容分為「專業經
典」、「專題討論」、「教學研討」、「成長探索」及「學習社群」等主題，經專家學者評
分審查後，公告錄取組別。本學期申請時間為自110年9月17日至9月30日止，請於線上
填妥報名表，並上傳完整申請書，本活動廣邀學生參與及相關領域師長共同評審，強
化合作學習效能。
3. 請提醒同學於校外使用電子資源需遵守以下規範：
(1) 僅限本校教職員生在合理範圍內，依學術研究或教學目的使用；使用前請先閱讀各資
料庫之版權聲明及相關規定，並尊重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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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得有侵權或大量下載之不當行為：如1)從事營利行為，包括：銷售、流通資料，提
供計價使用服務、影印服務；2)禁止使用 Open Proxy 或自動下載軟體擷取資料；3)禁止
重製轉載。
(3) 切勿將自身帳號密碼借於第三者使用，並建議可定期更換密碼，執行防毒軟體掃毒、
清理瀏覽器紀錄，減少身分及帳密遭駭客盜用之風險。
(4) 一經查證若有違法行為屬實，將停止該 IP/帳號之使用，且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尚
須親自致函向資料庫製作者或期刊出版社道歉，學校亦有可能遭受停權處分影響，敬
請共同配合遵守相關規定。
4. 圖書館服務
(1) 閱覽暨學科推廣服務
A. 借書規則：
研究生：每人可借書100冊，每冊借期六個月。無人預約可續借一次，如有人預約則於
預約起14天內歸還，逾期者每天每冊5元。借書證限本人使用，首次使用前須先於本館
網站讀者專區開通 My library 帳號並進行讀者權益確認，方可開始利用。讀者憑個人學
生證可刷卡入館閱覽及辦理借還書。可利用各館還書箱歸還圖書，另總館設有自助借
書系統，及預約書自助取書服務，利用個人證件及 My library 密碼全天候提供自助借書
服務。
圖書館於總館大門外側設有自助借還書機，精選熱門暢銷休閒讀物，亦可在此歸還借
閱書籍。
B. 跨校區調書服務：
為方便師生借閱不同校區的圖書，圖書館提供跨校區借書服務，利用 My library 帳密上
網申請。
C. 館際合作(圖書互借)：
a.館際互借交換借書證：為促進資料之流通利用，本館與政大、臺大中研院等多所圖
書館簽訂館際借書服務，彼此交換借書證，可以直接前往借書。
b.借書一卡通用服務：圖書館與多所大學圖書館合作實施借書一卡通用服務，包含臺
北醫學大學、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家教育研究院及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雙方讀者憑所屬館核發之借書證，即可到對方圖書館借書。本服務採
事先申請制，請至本館網站登入 My library 讀者專區，申請一卡通用借書服務。臨
時需求請使用館合證至他館借書，各館不受理櫃台臨時申請。若於本校圖書館有欠
書欠款情形，將無法在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圖書館借書。
D. 館際合作暨文獻傳遞：
a.本館沒有的資料：國內館際合作暨文獻傳遞（NDDS）;中國大陸文獻傳遞(中科院)
NSTL;全球西文期刊文獻傳遞 (Rapid ILL)。
b.文獻傳遞服務：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提供本校師生向其他圖書館申請借書及
期刊複印服務。部份各師範校院圖書館、姐妹館交大圖書館另有館合優惠費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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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大圖書館有圖書巡迴車服務，即時遞送讀者申請之資料，提高文獻供應之時
效。
E. 研究室借用申請：
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研究生及大學生均可申請使用。長期使用採線上預約方式，
每月1日至15日開放次月申請，借期1個月，大學生不得申請；如短期使用，則當日至
服務台申請，使用時間以1日為限。另提供6間討論室供3人以上團體研討使用。
F. 視聽多媒體服務：
a.資料類型：DVD、VCD、CD、錄影帶以及隨選視訊系統等媒體。
b.服務內容：服務對象為本校教職員生，設有個人欣賞座位與團體欣賞室，提供本校
師生於館內觀賞公播版影片，另有家用版影片可供外借。
G. 學科服務、參考諮詢及資源利用推廣：
a.新生圖書館之旅：為使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新生瞭解圖書館各項資源與服務，進而充
分利用，本校於每學年開學初辦理新生圖書館之旅，以班級為單位導覽解說，地點
有圖書館總館、公館分館及林口分館，報名方式為各系以班級為單位，於上課前兩
周至圖書館網站報名（下載路徑：圖書館首頁>使用圖書館>各式申請表單>圖書館
利用教育>新生之旅報名表）。
b.圖書館利用講習：每學期定期辦理圖書館利用講習，以新增資料庫之查檢為重點，
協助讀者有效運用。並可針對系所需求，配合課程辦理講習，解說相關資源之利用，
請於上課前兩周至圖書館網站報名（下載路徑：圖書館首頁>使用圖書館>各式申請
表單>圖書館利用教育>電子資源講解申請表）。
c.我的學科館員：
專業親切的館員提供教學、研究與學習的各項參考諮詢服務。另配置各系所專屬學
科館員，作為圖書館與系所聯絡的窗口，推廣電子資源利用指導、協助各系所充實
館藏資源訪查師生相關意見等。(http：//www.lib.ntnu.edu.tw/service/librarian.jsp)
d.學科主題網頁：
為提供本校各學院系所完善的學科主題服務，本館積極建置各系所學科主題網頁，
蒐羅各系所學科主題的相關資源，內容包括：圖書館藏、期刊文章、博碩士論文、
資料庫、系所課程參考資料、多媒體資源、學科相關網站等各系所重要學習資源建
置，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地掌握自己學科的相關學術資源。
(http://subjectguide.lib.ntnu.edu.tw/home/all)
H. 線上圖書資料薦購：
可線上進行薦購圖書及查詢薦購狀況，同時可申請薦購圖書到館預約服務。
(2) 數位資訊服務
A. 資源整合查詢暨24小時資訊檢索服務：
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點選[資源整合查詢]頁籤，即可透
過單一查詢框輸入關鍵字，以類似 Google 搜尋的方式，查詢包含圖書館所收錄的紙本
及電子館藏，並在本館獲授權範圍內使用全文服務；本校師生均可全天候在校內外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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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本校圖書館電子期刊、電子書及各種資料庫。
B. 機構典藏：
a.本校機構典藏系統：收錄本校各類型研究產出成果，包含教師著作、本校出版期刊
及博碩士論文資料等，提供查詢及全文下載服務(http://rportal.lib.ntnu.edu.tw/)。
b.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收錄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提供查
詢、瀏覽與獲授權全文下載服務。(http://etds.lib.ntnu.edu.tw/gs/ntnu/etd.htm)。
c.本校學術期刊資源網：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圖書館資
源項下點選[臺師大學術期刊]即可查得本校出版的學術性期刊全文資料。
d.本校開放式課程：本校自97至106年由圖書館拍攝製作本校優質線上開放式課程，分
享與推廣本校教師之教學。內容按學院及講座主題編排，含括各學院課程及全校系
列講座，如：通識講座、學習成長系列講座、生涯規劃講座、圖書館利用教育等。
課程建置於本校開放式課程網站(http：//ocw.lib.ntnu.edu.tw)，方便學生數位學習。
C. 個人化，My Library 貼心服務：
本館推出各種 E 化創意與改善工作流程的服務，包括手機簡訊通知、二手書交流平
台、新書通報 RSS、館合證預約、研究室申請、圖書協尋、寒暑假優惠借書、跨校區
借書、第二書庫調閱等服務，提供讀者一次滿足的個人化，My Library，貼心服務。
(http://www.lib.ntnu.edu.tw/profile/index.jsp)。
D. 手機簡訊服務：
提供免費的簡訊通知服務，讀者的流通通知直接發送簡訊，目前有流通通知單，即將
到期、預約書到館、預約催還及圖書逾期、跨校借書、館際合作證等。
(3) 校史特藏、故居風華
A. 校史文物
為記錄本校篳路藍縷、成長茁壯的歷程，於圖書館一樓大廳左側設置校史展示廳，並
於八樓設置臺北高等學校資料室。校史展示廳以數位化方式呈現師大精神、大事紀、
師大大師、校區發展、院系興革、國際交流、多元學習、實踐卓越、師大七十回顧及
校園合影等主題。另建置數位校史館網站(http://archives.lib.ntnu.edu.tw/)，方便師
生、校友及校外人士瀏覽；此外，不定期舉辦傑出師長校友與校史特展，使其風華再
現，為後進學子樹立師大典範。
B. 善本特藏
本館典藏古籍包含善本書及線裝書共計25,880冊，其中《宋版孟子》、《隋書經籍志
考證》、《翁批杜詩》等極為珍貴，為圖書館鎮館之寶。特藏資料可由本館館藏目錄
查詢，再填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藏調閱單」申請調閱使用，不提供外借。自97年
起，陸續建置善本古籍數位典藏系統（http://da.lib.ntnu.edu.tw/rarebook/ug-0.jsp），
將已掃描之善本古籍全文影像上網供讀者使用，在校內網路可瀏覽到整部古籍影像，
為重要的漢學研究資源。
C. 梁實秋故居
「梁實秋故居」建於1933年間，最早是臺北高等學校英語教授富田義介宿舍。「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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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故居」為梁實秋先生一生眾多居住空間之一，亦為來臺後安住的第一間職務宿舍，
2003年指定為歷史建築，目前開放時間為每週四至週日11:30至17:00（不含國定假
日），提供專人導覽與場地租借辦理學術與藝文活動。詳細參觀資訊請詳見梁實秋故
居網站（http://archives.lib.ntnu.edu.tw/theLianghouse/index.jsp）
D. 高行健資料中心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是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2011年起應本校禮聘為講座
教授，並獲頒名譽文學博士，多年來合作密切。適逢高教授應聘十年之際，為彰顯彼
此學術情誼，特於圖書館6樓設立高行健資料中心，典藏高教授捐贈之珍貴資料與相關
圖書，經整理及數位化後，提供學術研究。本中心也將與艾克斯-馬賽大學高行健資料
研究中心合作，共同發展高行健研究，以成為華文世界高行健典藏及研究重鎮。中心
網站請見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gaoxingjiancenter/index.jsp。
(4) 出版加值、經典永傳
A. 本校歷史悠久，擁有豐富的校園文化基礎與多元資源，蘊含創新能量與無限可能。出
版中心積極利用學校資源和校園意象設計製作本校文創商品，並且開拓實體與虛擬銷
售點，以及建立線上購物平台(http://eshop.lib.ntnu.edu.tw/)，期許在不同面向上建立
和行銷臺師大品牌，廣泛延伸臺師大的服務。
B. 出版中心成立以來，始終以推動學術出版為核心價值，秉持嚴謹的學術審查程序，積
極為本校研究及創作能量提供完整的出版服務和行銷服務。通過實體書店、網路書店
和電子書城的行銷網絡，致力將優質的出版品推薦給讀者，讓「創作恆永遠，經典永
流傳」，期許能奠立臺師大學術出版品牌，為推動學術出版貢獻一份心力。
(5) 開館時間：
A. 學期中：
圖書館開放時間及服務項目可能受到 covid-19疫情影響隨時調整，請參見圖書館網頁
公告訊息。
單位
總館
普通閱覽室
校園書店
文薈廳(含禮品區)
公館分館
林口分館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18:00-隔日上午7:00
09：00-17：00
08：00-20：00
08：00-22：00
08：00-21：00

週六日
09：20-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09：20-17：00
09：20-17：00

各系圖開放時間、位置請見圖書館網頁公告；國定假日休館。
B. 寒/暑假期間：
週一至週四
單位
08：00-21：00
總館
普通閱覽室 18：00-22：00
校園書店 09：00-17：00
文薈廳(含禮品區) 10：00-18：00
08：00-21：00
公館分館
08：00-17：00
林口分館

週五
08：00-21：00
18：00-22：00
09：00-17：00(寒暑休另定)
不開放
09：20-17：00
09：2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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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09：20-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09：20-17：00
不開放

週日
09：20-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各系圖開放時間、位置請見圖書館網頁公告。
(6) 意見與交流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透過下列管道反應。
總館：mailto:libread@deps.ntnu.edu.tw
7749-5235、7749-5236
公館分館：mailto:chuann88@ntnu.edu.tw
7749-6889
林口分館：mailto:liblinko@deps.ntnu.edu.tw
7749-8452
24小時無休的線上圖書館：http：//www.lib.ntnu.edu.tw
以上資訊由圖書館提供
-----回目錄頁
（七）境外學生輔導
1.報到及說明會資訊
日期

項目
承辦人
備註
外國學生新生說
陳姿蓓
8月30日
外國學生
明（中文場）
02-77493076
外國學生新生說
賴俐安
8月30日
外國學生
明（英文場）
02-77491275
僑生學生新生說
蔡佳蒨
8月30日
僑生
明
02-77491278
來校交換生/訪問
林禹致
專案來校交換生
9月9日
生
許慈芳
非姊妹校來校訪
線上新生說明會
何芃諭
問生
2.僑生、港澳生（承辦人：蔡佳蒨 02-77491278 電子信箱：malibu@ntnu.edu.tw）
（1）保險
A.新生辦理僑保：依僑委會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要點，由本校協助新生註冊後辦理僑
保。
a.申請理賠程序與文件：填寫申請書→備妥醫療收據（正本）、醫療診斷證明書（正本）、
護照、居留證、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請至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理賠申請書請至
國際事務處網頁下載。
b.門診給付相同症狀每日以一次為限，理賠上限為新臺幣1,000元（含掛號費）。
B.全民健康保險：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第1款規定，在臺居住滿6個月之強制險。
a.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加保申請規定：居住滿6個月（指進入臺灣地區居留後，連續居住達6
個月或曾出境1次未逾30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6個月）。
b.申請方式：備申請表、2吋照片1張、有效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透過國際事務處向健保署
申請。
C.境外生團體健康保險：無法加保全民健康保險者由學校協助加保團體保險。
a.申請理賠程序與文件：填寫申請書→備妥醫療收據（正本）、醫療診斷證明書（正本）、
護照、居留證、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請至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理賠申請書請至
國際事務處網頁下載。
b.門診給付相同症狀每日以一次為限，理賠上限為新臺幣1,000元（含掛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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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難救助
A.申請僑委會緊急醫療補助:僑生港澳生於緊急醫療住院醫療者，須持有清寒證明、醫療收
據及醫生證明正本，送交國際事務處後向僑委會申請。
B.申請國際事務處境外生急難救助金補助，補助以住院為限，每人以1萬元為限（含1000元
營養品、水果等）。請備妥醫療收據（正本）、醫療診斷證明書（正本）、郵局或銀行存摺
（影本），送交至國際事務處申請。
（3）境外生辦理休、退學及畢業注意事項
A.境外生辦理休學須至教務處休學系統，線上申請休學。休學核定後應於2週內離境，休
學後居留證及健保卡即失效。復學時須重新辦理簽證來臺就學，入臺後重新辦理居留
證。健保卡需居住滿183天由學校辦理恢復健保資格。若是逾期未辦理休學由學校依學則
應予休學者，居留證及健保卡即失效。並由國際事務處進行境外生異動通報。
B.境外生退學後應於2週內離境，休學後居留證及健保卡即失效，並由國際事務處進行境外
生異動通報。
（4）居留證申請、延期或逾期申請程序
移民署自110年1月2日起實施配發新式統一證號，未來於線上申請居留證延期時，移民
署會配發新的居留證號，敬請配合備妥新的居留證影本1份送交國際事務處查核。
A.僑外生臺灣居留證申請及申請延期，移民署目前採線上申請居留證或延期居留證，申辦
系統網頁：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student/entry，請同學多加利用。
B.居留證效期要注意，若居留證過期未滿三十天依規定罰款並得重新申請，請逕自移民署
辦理。若逾期超過三十天，除了罰鍰，須出國重新申請居留簽證入國，再次申請居留
證。
C.居住地址異動，請自行至移民署辦理異動，14天內未辦理居住地點異動將依規定罰款。
（5）工作證申請
A.工作證申請方式：線上申請。
B.申請網址:https://ezwp.wda.gov.tw/
C.申請應備文件：上傳護照、當學期在學證明、線上辦理繳交新臺幣100元審查費。
D.線上申請取得工作證時間：8天內自行下載核准公文 。
E.工作證效期：第一學期申請至隔年3月31日；第二學期申請至9月30日。
（6）僑生課業輔導
教育部為鼓勵學校提高僑生國語文及基本學習能力，幫助僑生加強課業之研習輔導，可
於每學期正式上課日向國際事務處提出課業輔導之申請，符合開課人數6人才能辦理，
相關事宜請至洽國際事務處承辦人詢問。僑生中文輔導資訊一覽表如下：

輔導項目

一對一華語輔導課
教育部僑生學業輔導
（華語系）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自 行 至 系 統 約 定 網 址:

申請時間

每學期正式上課日前

每學期正式上課日前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

國際事務處華語輔導系統

t/CR/

申請方式

上網申請
上網申請
上網申請
依華語系核定結果通 至 少 要 有6人才 會 開 依網頁上有出現學生時段
開課規定
知，不一定會錄取
課
進行預約
費用
免費
免費
免費
備註
名額有限
3.外籍生（承辦人：大學部：陳姿蓓02-77493076 tpchen@ntnu.edu.tw；研究所：賴俐安 0277491275 lilylai@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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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險
A.境外學生團體健康保險（建議未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資格之境外學生投保）：保費金額每
學期新臺幣3,000元。（申請理賠程序與文件、給付與僑陸生同）
B.全民健康保險（與僑陸生同）
（2）急難救助
可申請國際事務處境外生急難救助金補助。（與僑陸生同）
（3）境外生辦理休、退學及畢業注意事項（與僑陸生同）
（4）居留證申請、延期或過期申請程序（與僑生同）
（5）工作證申請
目前勞動部工作證申請以線上申辦為主，申辦網址為：https://ezwp.wda.gov.tw。
申辦的程序及注意事項請參考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
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cp.aspx?n=99329239A3FBA2BB
（6）華語輔導
詳情請見上文僑生課業輔導之表格: 一對一華語輔導課（華語系）、國際事務處華語輔導
系統。
4.陸生（承辦人：嚴偉蓮02-77491283 lynnyim@ntnu.edu.tw）
（1）保險
境外學生團體健康保險（建議陸生投保）：保費金額每學期新臺幣3,000元。（與僑外生
同）
（2）急難救助
可申請國際事務處境外生急難救助金補助。（與僑外生同）
（3）陸生辦理休、退學及畢業注意事項
A.休學：陸生辦理休學須至教務處休學系統，線上申請休學。休學成功後，持以下文件至
移民署臺北市服務站，將多次入臺許可證換單次入臺許可證離境:陸生入出境申請書（移
民署可領取，須附上照片1張）、休學證明、繳回原多（逐）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新臺
幣300元。
B.復學：休學期滿，學生將自動復學，不須辦理復學手續。若休學期限未滿，欲提前復學
者，於學期開始前（每年8月或2月），填具學生特殊原因報告申請書，申請復學。復學同
學請先行聯繫總務處學生住宿管理中心處理申請宿舍事宜，並請將以下文件交至國際事
務處，協助辦理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申請書、證件照片
電子檔（2吋白底彩色大頭照，需與國民身分證規格相同，512kb 以下）、委託書、身分
證、大通證正反面、新學期在學證明、新臺幣600元。
C.退學：請學生至教務處下載申請書完成手續。退學核准後，持以下文件至移民署臺北市
服務站，將多次入臺許可證換單次入臺許可證離境：陸生入出境申請書（移民署可領
取，須附上照片1張）、退學證明、繳回原多（逐）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新臺幣300元。
D.畢業：完成校內畢業流程。取得畢業證書後，持以下文件至移民署臺北市服務站，將多
次入臺許可證換單次入臺許可證離境：陸生入出境申請書（移民署可領取，須附上照片1
張）、畢業證書、繳回原多（逐）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新臺幣300元。
（4）工作證申請
陸生不得打工，僅能參與系所安排與課程或論文有關之實習活動或服務活動。
5.姊妹校來校交換生/訪問生&非姊妹校來校訪問生（承辦人：林禹致，02-77491269，
danielyclin@ntnu.edu.tw；許慈芳，02-77491273，stephanie.hsu@ntnu.edu.tw；何芃諭，0277497978，pengyuhe@ntnu.edu.tw）
（1）急難救助
可申請國際事務處境外生急難救助金補助（與僑陸外生同）
（2）居留證申請程序居留證申請、延期或過期申請程序（與僑外生同）
（3）工作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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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勞動部工作證申請以線上申辦為主，申辦網址為：https://ezwp.wda.gov.tw
申 辦 的 程 序 及 注 意 事 項 請 參 考 外 國 人 在 臺 工 作 服 務 網 ：
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cp.aspx?n=99329239A3FBA2BB。
（4）華語輔導
國際事務處華語輔導系統：自行至系統約定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CR/上
網申請。
以上資訊由國際事務處提供
-----回目錄頁

（八）特殊教育學生的認識與照顧
1. 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支持服務時程
項目

時間

相關對象

新生評估暨始業輔導座談會

8月初

學生、家長、專責導師、資源教室

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

9月-10月

身心障礙學生提報鑑定工作

9月/2月

系所任課老師通知(選課系統)

選課確定後 系所任課教師、資源教室

期中/期末考試調整

學期間

系所任課教師、資源教室

教材轉換

學期間

系所任課教師、資源教室

輔具申請

學期間

大專視障/肢障/聽語障輔具中心

課業輔導

學期間

系所任課教師推薦人選、資源教室

同儕資源

學期間

專責導師推薦人選、資源教室

諮商輔導/晤談

學期間

學輔中心、專責導師、資源教室

生涯輔導之轉銜（校內工讀）

學期間

學生、學術/行政單位、資源教室

學生、學術導師、專責導師、系助教、資源
教室
學生、資源教室

2.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管道
(1)招生考試分組：視覺障礙生、聽覺障礙生、腦性麻痺生、自閉症生、學習障礙生、肢體
障礙生、其他障礙生(語言/身體病弱/情緒行為/多重/其他障礙)。
(2)各障別相關說明：
考試分組

鑑定基準

學習/生活需求

相關支持服務

先天或後天原因， 導 致 閱讀、書寫及行動速 度 入班宣導
視覺器官之構造缺 損 ， 等受限。
視覺障礙生

定向行動訓練

或機能發生部分或 全 部 輔具(手杖、擴視機、放 教材轉換/試卷調整(放
之障礙，經矯正後 其 視 大鏡、盲用電腦、觸 摸 大或點字)
覺 辨 認 仍 有 困 難 者 。 顯示器、電腦報讀軟體)

電腦作答

視力經最佳矯正後 ， 優

延長考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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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分組

鑑定基準

學習/生活需求

眼視力未達0.3或視野在
20度以內。

相關支持服務
代填答案卡

聽覺(口語)提示

視力協助員

聽覺器官之構造缺 損 或 1.需正面相向，以稍慢的 入班宣導

聽覺障礙生

功能異常，致以聽 覺 參

說 話 速 度 和 清 晰 的 口 聽能/說話訓練

與活動之能力受到 限 制

形與學生溝通，以利

者

學生讀唇。

。

接受行為式純音聽 力 檢 2.部分口語表達清晰度受
查後，優耳500赫-2000赫

限。

聽 閾 平 均 值 25 分 貝 以 輔具(助聽器、人工電子 英聽調整獨立試場/英
上。

耳、FM調頻系統)

聽免試

視覺(文字)提示

手語翻譯員
筆記抄寫(聽打)員

腦部發育中受到非 進 行 粗大或精細動作(如書寫) 入班宣導
性、非暫時性之腦 部 損 及行動受限；部分口 語 電腦作答
傷而顯現出動作及 姿 勢 受限

延長考試時間

發展有問題，或伴 隨 感

代填答案卡

腦性麻痺生 覺 、 知 覺 、 認 知 、 溝

體育特別班

通、學習、記憶及 注 意 輔具(電動輪椅、電動代 無障礙升降設備
力等神經心理障礙 ， 致 步車、助行器、拐杖)

無障礙坡道

在活動及生活上有 顯 著

無障礙寢室、廁所

困難者。

移位困難

生活助理員

因神經心理功能異 常 而 可能需要分步驟指導 與 課業輔導
顯 現 出 溝 通 、 社 會 互 說明，視學生需求提 供
動、行為及興趣表 現 上 適當的解釋，以利吸 收
有嚴重問題，致在 學 習 訊息。
及生活適應上有顯 著 困 1.課業有異動時，請預先 入班宣導
自閉症生

難者。

告 知 或 安 排 同 學 從 旁 同儕資源

一、顯著社會互動 及 溝

協助與提醒。

通困難。

學輔中心諮商

2.課堂需要進行小組學習

二、表現出固定而 有 限

時，可提供分組協

之行為模式及興

助、視需要予以個別

趣。

指導或提供同儕資
源。

學習障礙生

神經心理功能異常 而 顯 1.讀寫障礙可能有字形辨 入班宣導
現出注意、記憶、理

認 及 書 寫 困 難 ， 閱 課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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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分組

鑑定基準

學習/生活需求

解、知覺、知覺動 作 、

讀、書寫速度受限。

相關支持服務
學習策略課程

推理等能力有問題 ， 致 2.口語表達障礙，可能有 延長考試時間
在聽、說、讀、寫 或 算

詞彙運用受限及描述

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

精細情節內容的困

者；其障礙並非因感

難。

官、智能、情緒等 障 礙 3.非語文型學障，可能在
因素或文化刺激不 足 、

基本心理運算、數學

教學不當等環境因 素 所

推理能力有困難。

直接造成之結果。

輔具(電腦、計算機)

一、智力正常或在 正 常

電腦報讀軟體
書寫輔具(電腦作答)

程度以上；個人內
在能力有顯著差
異。
二、聽覺理解、口 語 表
達、識字、閱讀理
解、書寫、數學運
算等學習表現有顯
著困難，且經確定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
介入，仍難有效改
善。
指上肢、下肢或軀 幹 之 粗大或精細動作(如書寫) 入班宣導
機 能 有 部 分 或 全 部 障 及行動受限

電腦作答

礙，致影響參與學 習 活

延長考試時間

動者。

代填答案卡

肢體障礙生 一 、 先 天 肢 體 功 能 障
礙。

體育特別班
輔具(電動輪椅、電動代 無障礙升降設備

二、疾病或意外導 致 永 步車、助行器、拐杖)
久性肢體功能障
礙。

無障礙坡道
無障礙寢室、廁所

轉移位困難

生活助理員

語言理解或語言表 達 能 平時及課堂發言或上 台 入班宣導
力與同年齡者相較 ， 有 報 告 時 可 能 會 需 要 師 考試調整(口試改書面
其他障礙生 顯著偏差或低落現 象 ， 長、同儕耐心聆聽。
(語言障礙)

造成溝通困難者。

輔具(溝通板、文字MP3

一、構音異常：語 音 有 軟體)
省略、替代、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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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

考試分組

鑑定基準

學習/生活需求

相關支持服務

加、歪曲、聲調錯
誤或含糊不清等。
二、嗓音異常：說 話 之
音質、音調、音量
或共鳴與個人之性
別或年齡不相稱
等。
三、語暢異常：說 話 節
律明顯且不自主之
重複、延長、中
斷、首語難發或急
促不清等現象。
四、語言發展異常 ： 語
言之語形、語法、
語意或語用異常，
致語言理解或語言
表達較同齡者低
落。
罹患疾病，體能衰 弱 ， 定期回診、用藥治療
其他障礙生
(身體病弱)

入班宣導

需要長期療養且影 響 學 可能無法穩定出席、 需 體育特別班
習活動者。

要較長時間完成作業。

課業輔導
考試調整
延長修業年限

長期情緒或行為表 現 顯 定期回診、用藥治療

入班宣導

著異常，嚴重影響 學 校 可能無法穩定出席、 需 課業輔導
適應者；其障礙非 因 智 要較長時間完成作業。

其他障礙生
(情緒行為)

能、感官或健康等 因 素 心理、社會支持

同儕資源

直 接 造 成 之 結 果 。

學輔中心諮商

前項情緒行為障礙 之 症
狀，包括精神性疾 患 、
情感性疾患、畏懼 性 疾
患、焦慮性疾患、 注 意
力缺陷過動症、或 有 其
他持續性之情緒或 行 為
問題者。一、情緒 或 行
為表現顯著異於其 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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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分組

鑑定基準

學習/生活需求

相關支持服務

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
者，得參考精神科 醫 師
之 診 斷 認 定 之 。
二、除學校外，在家
庭、社區、社會或 任 一
情境中顯現適應困 難 。
三、在學業、社會 、 人
際、生活等適應有 顯 著
困難，且經評估後 確 定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
入，仍難獲得有效改
善。
包括二種以上不具 連 帶 參照其他各類障礙之 需 參照其他各類障礙之
其他障礙生 關係且非源於同一 原 因 求。
(多重障礙)

服務。

造成之障礙而影響 學 習
者。

其他障礙生
(其他障礙)

指在學習與生活有 顯 著 視學生實際限制

依學生個別需求

困難，且其障礙類 別 無
法歸類於上述類別者。

3.資源教室輔導員聯繫資訊(校內分機)
張瓊文(#5079)anniechangwen@ntnu.edu.tw
劉亭君(#5080)diana@ntnu.edu.tw
張雅雯(#5081)ya@ntnu.edu.tw
蘇宗翔(#5082)szs@ntnu.edu.tw
吳佳琪(#5092)mandy6044721@ntnu.edu.tw
以上資訊由特殊教育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九）服務學習
1. 規劃服務學習系列課程
（1）初階服務學習課程「原服務學習課程（二）」
110學年度第1學期初階服務學習課程已完成開課。尚未完成初階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
請於加退選期間上網確認選課，然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些許服務學習課程方案為達防
疫目標需轉化為間接服務，建請欲選課同學得向開課單位確認服務內容後進行修課考
量。
全人教育中心亦有開設初階服務學習－全人教育中心課程，規劃議題導向式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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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課程，包含「高齡議題」、「偏鄉教育議題」、「學齡前幼童服務」等多元議
題，期待落實 SDGs 相關目標。同學可參閱課綱找到適合自己的服務學習方式後，開
學第一周9月22日至24日中午於本中心課程說明會辦理登記，並依照時間參與培訓安排
服務時間。
（2）進階服務學習課程「原服務學習課程（三）」：
110學年度第1學期各開課單位之專業課程申請結合進階服務學習課程，相關審核通過
之課程已公告於全人教育中心網站，另依照本校服務課程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修
習進階服務學習課程成績及格後，免修初階服務學習課程。
（3）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holistic.sa.ntnu.edu.tw/files/14-1007-3333,r11-1.php?Lang=zh-tw
2. 充實師生服務學習知能:
（1）預計於110年10月配合社團負責人會報辦理初階服務學習課程開課說明會1場，增進教
師、行政單位及學生對服務學習課程內涵的瞭解。
（2）預計於110年9月中辦理服務學習課程反思引導員初階、進階培訓，充實引導員服務學
習知能與反思引導技巧。服務學習資訊請上相關網站查詢。
（3）相關資訊請參考：全人教育中心網站 http://holistic.sa.ntnu.edu.tw/bin/home.php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全人教育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十）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1. 「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推廣情形：本中心將持續加強宣導推廣，煩請導師協助於
班會課提醒同學登入系統開通權限。
登入步驟：登入【校務行政入口】-【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點選開通【我同意】
2. 「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功能擴充：
（1）已於110年7月完成系統功能擴充及優化，包含履歷表格式修訂、生涯職能欄位增列、
個人資料欄位增列、相關歷程管理列印等；並於五育活動報名已新增學生報名時選填
資訊，以利個業務/活動承辦人進行活動規劃能更容易掌握報名學生資訊；最後，學生
參與活動後，由活動承辦人匯入參與學生名單，學生可自行至五育活動參與紀錄處下
載參與證明，作為佐證該活動參與紀錄，請師長多加利用與協助推廣。
（2）本系統之RFID簽到程式可配合五育活動報名作業，能更確實掌握已報名學生出席狀況，
請各行政、學術單位與本中心聯繫，申請借用程式搭配之刷卡機，以利活動簽到作業
便利。
（3）本校教職員生若對於「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想更多了解與操作上之疑問，或
需協助到班介紹本系統操作與功能簡介，可與本單位吳明潔行政專員聯繫 02-77493326。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全人教育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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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數位學伴計畫
1. 數位學伴計畫簡介：本校於106學年度第2學期加入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主要以視訊教學
的方式陪伴偏鄉學童，本期合作學校為台中市瑞峰國小、台中市成功國小、台中市溪尾國
小、新北市坪林國中，主要輔導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
2. 現正招募110學年度第1學期數位學伴：
（1）報名資格：
A.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學部、碩士班在校生，且對偏鄉教育及遠距教學富有熱忱者。
B.需參與培訓課程、研習、相見歡活動及期末會議。
（2）陪伴學習內容：
A.陪伴學習對象：新北市坪林國中、臺中市大肚區瑞峰國小、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小、
臺中市烏日區溪尾國小之學生。
B.陪伴科目：國文、英文、數學
C.陪伴學習時間：110年10月12日(二)起至12月30日(五)，共計十週。
＊坪林國中：週二、四1800-1930
＊瑞峰國小：週二、四1600-1730
＊成功國小：週二、四1600-1730
＊溪尾國小：週三、五1550-1720
D.陪伴學習地點：校本部 英語系電腦教室/圖書館校區 國語中心電腦教室
E.採一對一線上視訊教學方式。
F.提供備課資源讓大學伴製作教學簡報。
（3）獎勵方法：
參與本計畫者將依【數位學伴計畫學生學習獎勵要點】給予獎勵。
類別與獎勵金額度

優等

甲等

每學期上課10次者

4,000元

3,000元

每學期上課20次者

8,000元

6,000元

每學期上課次數低於10次、介於10至20次者、以及高於20次者，
將依每週上課次數與服務表現另評定金額。

-參與本計畫可同時選修初階服務學習課程。
-本計畫可納入實地學習時數，亦可作為其他服務時數服務場域。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EU9nVSHxyyLAtqEy7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全人教育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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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助學金與課外學習
（一）獎助學金資訊
1. 110學年度第1學期相關獎(助)學金資訊公告於獎學金管理系統，請輔導學生至系統查詢，
並依公告規定申請:
https://ap.itc.ntnu.edu.tw/Scholarship2020/Scho209.do?action=Scho20901。

2. 自109-2學期起圓夢育才助學金採線上申請，請下列符合資格之學生，自行於申請期限內至
校務行政入口網登入，並點選學務相關系統/獎學金系統學生端 (頁面打開左邊有功能清
單)：1.獎學金申請及查詢2.獎學金公告3.點選圓夢育才助學金申請:
（1）身心障礙學生。
（2）低收入戶子女。
（3）原住民族籍學生。
（4）僑生。
（5）外籍生。
（6）中低收入戶子女。
（7）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8）新住民及其子女。
以上符合資格之學生，且上一學期學業成績 GPA 達 2.44 者，惟身心障礙學生學業成績 GPA
達 1.7 者均可提出申請。
3. 生活助學金：
本校日間學制在學學生，其家庭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包括學生本人、父母或監護人)未達
新臺幣70萬元且利息所得未超過2萬元或經導師推薦家庭遭逢急難變故或經濟情況急需扶
助之學生。
4. 就學貸款：
學生應為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1）家庭年所得總額為新臺幣120萬元以下者。(家庭年收入 114萬元以下，就學期間不負擔
利息；家庭年收入逾114萬元，未達120萬元，就學期間負擔半額利息)。
（2）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120萬元且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姊妹有2人以上就讀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及進修學校，且具正式學籍者。(就學期間負擔全額利息)
5. 還願助學金：
凡本校學生（不含博士班及進修碩士專班），在學期間無力負擔學雜費、生活費等所需費
用者，均可提出申請。學生得依個人情況敘明所需資助金額，但以扣除就學貸款及其他獎
補助金額外，尚有不足的部分為原則，不得重複申請。
6. 學雜費減免：
具有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障人士子女、身障學生、原
住民族、軍公教遺族者，每學期可提出申請，學雜費依定額或比例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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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弱勢助學金：
家庭年所得在70萬元以下、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不逾新臺幣2萬元、不動產價
值合計在650萬元以下者可提出申請。
8. 住宿優惠：
（1）校內住宿優惠:學業成績60分以上，具低收入戶者可提出申請。
（2）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
助資格之學生，實際於校外住宿者。(低收入戶學生已優先並免費進住校舍，若非學校
提供床位不足，而因個人因素住校外者，不得提出申請。)
9.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築夢工程助學金:具教育部規
定之經濟不利及文化不利學生可報名參與課程，並完成指定學習或義務，將獲新台幣1萬
元到10萬元不等的助學金。
10. 學士班五育獎學金：
學士班五育獎學金:110學年度第1學期預計核發865人次，約216萬元；請各系協助宣導令
學生於10月底前完成線上申請，並召開相關會議討論獎學金人選。以下概述五育獎學金：
（1）五育獎學金的宗旨
發展全人教育、鼓勵學生多元發展，以德、智、體、群、美五育為學習發展的類別，
不因學習階段不同而有所偏重或取捨，不以學業成績為標準，以各人的具體表現作為
遴選依據。
（2）五育獎學金的內容
A. 德-服務價值與態度
B. 智-專業學習表現
C. 體-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D. 群-群己關係及領導能力
E. 美-賞析藝術的能力
（3）五育獎學金的遴選方式
各學系自訂遴選標準，由學生自行申請，各學系請召開審查會議(不建議採師長指定或
班會表決方式產生)。
（4）五育獎學金的進階學習
A. 全人發展獎學金(以班為單位推薦)-於畢業前領有5類獎學金者
B. 優秀學生獎學金(以學系為單位)-具有五育中之2類表現優秀者
C. 傑出學生獎學金(以學院為單位)-具有五育中之3類表現優秀者
11. 社會實踐獎：
為鼓勵學生關懷社會、發揮利他精神，培養社會參與及思辨能力，並對學校及社會有具
體貢獻。學生在學期間表現符合社會實踐獎實施要點所列事蹟者，得經本校各單位推薦
為候選人。並由本校各單位於公告申請時間內，將推薦表、佐證資料等文件擲送學務處
27

生活輔導組惠辦，並請將資料掃描成電子檔寄至 carina@ntnu.edu.tw。有關社會實踐獎推
薦表等相關資訊，請至生活輔導組網頁（https://reurl.cc/O0Z2rD）瀏覽下載。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供
12. 赴外獎學金（承辦人：傅中慧 02-77491267 josyane941121@ntnu.edu.tw 及施如樺 0277491270 e51014@ntnu.edu.tw）
（1）一般學生：
A.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赴外國家不含大陸及港、澳地區。
B.本校鼓勵學生赴外研修獎補助：赴外國家不限定任何國家，亦包括大陸及港、澳地區。
C.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流獎學金及其他校外單位短期赴外之獎補助。
（2）經濟弱勢學生：
A.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必須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赴外國家不含大陸及
港、澳地區。
B.本校「晨光圓夢境外研修助學計畫」：必須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僅限赴大
陸、香港或澳門之境外地區。
C.教育部及本校為照顧本校經濟弱勢學生，上述兩項皆為優渥獎學金，請向有需求的學
生加以宣導。
（3）師生組團赴外：
A.教育部「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提
出申請，赴外國家不含大陸及港、澳地區，參與學生人數如達3人以上，計畫主持人
可實際赴外參與。
B.本校「推動國際合作交流補助計畫」：赴外國家不限定任何國家，由本校專任教師擔
任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計畫主持人必須實際參與計畫行程，且參與學生人數需達5
人以上。
13. 僑生及外籍生相關獎學金請連結國際事務處網頁：
（1）外籍生 https://www.ntnu.edu.tw/oia/scholarshipc.php（中文）
https://www.ntnu.edu.tw/oia/scholarship.php（英文）
（2）僑生 https://www.ntnu.edu.tw/oia/oc-scholarship.php
以上資訊由國際事務處提供
-----回目錄頁

（二）生涯與職涯輔導資訊
1. 職涯探索：補助系所辦理 UCAN 職業興趣測驗與解測、履歷準備講座，及校友職涯經驗分
享講座。
2. 職涯資源網(https://careercenter.ntnu.edu.tw/)：整合校內外職涯講座、企業與公部門實習機會、
線上職缺、企業徵才活動、國考及各類考試資訊等職涯資源，提供一站式服務，並可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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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中心辦理的各類職涯活動最新訊息(連結路徑：學校首頁→行政組織→學務處→職
涯發展中心)。此外，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NUCOCS)亦同步提供相關資訊。
3. 產業實習：辦理企業與公部門實習說明會與學生實習成果分享活動，及補助系所推動產業
實習。
4. 就業大師(https://careers.otecs.ntnu.edu.tw/Front_Job_List.aspx)：可查詢學校、公部門、企業就業
與實習職缺，並提供歷屆教甄考古題下載服務。
5. 職涯服務信箱：dops@deps.ntnu.edu.tw。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三）社團與課外活動資訊
1. 「社團人專業領導培力學分學程」介紹
為強化學生在社團中的學習內涵，本校居全國之先，首創「社團人專業領導培力學分學
程」，藉由具系統性與結構化的課程規劃，培養「能領導」、「能合作」之全方位社團菁英。
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參與社團，進而擔任社團幹部及修習學程課程，以增進組織經營專業
能力，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實力。
(1) 學程特色
A. 以跨領域及彈性課程組合之學習方式拓展學生學習視野，增進學習成效。
B. 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培養能領導、能合作之全方位社團菁英。
C. 培育對象為「社團幹部」，著重提升其「組織經營」能力。
D. 修習名額無上限，亦不需經過申請、甄選等程序，保留學生修課彈性。
E. 修畢學分即可認證，累積學生學習資歷，提升就業競爭力。
(2) 學程課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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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專業學識課程

社團經營實務課程

內 容
選課方式
開設於各系及通識，如團體動力學、人際
學生自行至選課系統選課
關係、組織行為、管理學等課程共38門
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負責開課，計有社團經
營實習（一）、社團經營實習（二）、社 由課外組彙整選課名單，以
團行銷實務、社團領導培訓方案規劃與實 人工加選方式選課
施、社團評鑑規劃與執行等課程共5門

(3) 本學期預定開設「社團經營實務課程」共計5學分
A. 社團經營實習（一）（2學分）。
B. 社團行銷實務（3學分）。
(4) 本學分學程自104學年度開辦以來，已有40位學生修畢學程課程，取得
學分學程證書。有關學分學程相關資訊可參考學分學程網頁，網址如
下：https://ntnupcmlec.wordpress.com/
2. 學生社團類別相關資訊
(1) 學生社團總數統計
本校學生社團依據性質分成「學術性」、「藝文性」、「康樂性」、「體能性」、「聯誼性」、
「服務性」、「綜合性（含學生會）」等七大類社團，本學年度社團總數共計184個，全學
年社團活動次數統計約為2,000餘次，活動豐富多元，歡迎新生多多參與，豐富大學生活。
(2) 各分類社團說明及數量統計
A. 學術性社團：以培養學術研究風氣，啟發心智與創意為宗旨之社團，社團數共計30
個。
B. 藝文性社團：以涵養藝術氣息，培育文化技藝為宗旨之社團，社團數共計24個。
C. 康樂性社團：以學習休閒活動技能，提倡正當娛樂生活為宗旨之社團，社團數共計16
個。
D. 體能性社團：以提升運動技術，養成運動習慣為宗旨之社團，社團數共計27個。
E. 服務性社團：以關心社會議題，實踐服務精神為宗旨之社團，社團數共計16個。
F. 聯誼性社團：以促進友誼，砥礪學習為宗旨之社團，社團數共計20個。
G. 綜合性社團暨學生會：以提供綜合性服務，實踐自治精神為宗旨之社團，社團數共計
51個。
(3) 為熱烈歡迎新生及協助新生了解社團，特編印中英對照之雙語社團總
覽手冊於新生營中發放，並彙整各社團資訊電子書於課外活動指導組
網頁，以供查詢與參考：http://gofile.me/5dAAx/3TiYUdZ38
3. 辦理各項社團迎新活動，協助114級新生融入校園及參與社團
(1) 辦理「全校性社團迎新系列活動」
為使114級新生認識本校學生社團種類與內容，特辦理全校性社團迎新系列活動，除開
啟各社團迎新活動之序幕，更讓新生感受師大人的溫暖與熱情，並協助其成功適應環境，
構築豐富多元且成功的大學生涯。各項活動如下：
A. 社團之夜：110年9月14日由課外組籌組之工作團隊遴選演出社團，透過晚會形式使新
生能直接感受到不同性質社團展現的舞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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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團博覽會：110年9月14日開設網路會議室，透過工作團隊所搭設之網頁整理連結，
各社團透過線上互動方式展現各自特色，引發新生參與社團動機，展開社團學習生
涯。
C. 社團介紹影片：110年9月16日發表剪輯整理後的社團介紹影片，展現社團自身特色同
時並歡迎新生加入。
D. 社團線上聯合宣傳：110年9月14日至10月1日由工作團隊架設網路雲端空間，由各社
團放置迎新電子文宣，並提供新生參與社團資訊諮詢服務。
(2) 輔導各社團舉辦新生服務活動
A. 辦理地區性迎新活動：輔導各系學會與各地區同鄉校友會於各縣市為新生辦理地區迎
新茶會活動，並因應 COVID-19疫情輔導辦理線上迎新活動。
B. 辦理轉學生迎新活動：輔導轉學生聯會辦理線上選課說明會及迎新活動，協助轉學生
融入校園生活。
C. 辦理「新生北上專車」活動：輔導各地區同鄉校友會於彰化、嘉義、臺南、高雄等地
規劃北上專車讓新生與家長搭乘，協助新生與家長北上進住宿舍，讓新生與家長感受
到社團滿滿的愛。
D. 輔導學生會及各地區同鄉校友會辦理新生寢具代購活動。
E. 輔導各社團配合 COVID-19防疫政策辦理各項迎新活動（如茶會、宿營、例會、舞展
等），讓新生感受到社團的溫暖與熱情，並積極招募社團新血，讓新生能在社團中學
習與成長。
4. 輔導社團辦理各項社會服務活動及開設初階服務學習課程
(1) 教育部「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為發揮社團服務社會之精神，建構社區意識，並提升社團與社區中小學社團之連結，輔
導社團學生至鄰近本校之中小學擔任社團指導老師，進行定時定點之社團服務活動。
(2) 寒暑假社會服務活動
為啟發學生服務熱忱，促進學生投入服務活動，輔導社團於寒暑假辦理各項國內、外志
工服務活動。有關社團辦理之寒暑假各項服務類型與內容如下說明：

服務類型
兒童青少年育樂營

社區服務營隊

藝文巡迴服務隊

服務內容
以國中小學生為主之育樂營或課輔活動，辦理社團如同心服務
隊、各地區鄉友會返鄉服務隊等。
深入偏鄉地區社區駐點，服務社區民眾，辦理社團如基層文化服
務社、山地服務隊等。
以藝文巡迴演出為主，如管樂隊寒假巡迴公演、合唱團暑假巡迴
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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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性專業營隊

國際志工服務隊

以推廣學科專業知識、為校宣傳招生、與校外單位合作之研習營
隊為主，辦理社團如數學學會、物理學會等。
赴海外資源較缺乏的地區駐點服務，如崇德社赴柬埔寨、泰國等
東南亞國家進行服務工作。

(3) 有關社團參與「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及「寒暑假社會服務活動」，
將鼓勵其開設「初階服務學習」課程，透過實務與專業知能的結合，培養學生熱心公益
及服務社群之精神，促進學習與成長。
(4) 逢 COVID-19疫情警戒期間，課外活動組將輔導社團適度調整服務內容或以多元服務模
式進行活動，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教育部通報及服務學校的相關規定，
擬定相關防疫措施。
5. 舉辦3場次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
為暢通社團與學校間之溝通管道，並增進社團交流，本學期將於10月6日、11月17日及12月
29日辦理3場次「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教育部通報
及本校防疫相關規定，會議全程配戴口罩、實聯制與進行總量管制等相關防疫措施。會中
將邀請相關師長與會，提供社團負責人諮詢與意見溝通管道，並由輔導老師帶領社團負責
人反思社團領導經驗、討論社團運作相關問題。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提供
6. 全人書院介紹
本校自104學年度開辦仿傚歐美大學的書院教育，於105年度正式更名為「全人書院」，透
過「集中住宿、導師關懷、大師對談」等特色，透過對書院生「自主學習」精神的啟發，
期盼書院生具備「跨領域」溝通能力與提升「國際化」視野，進而培養引領未來社會潮流
之人才。
(1) 全人書院的三大特色
A. 共寢：
書院生來自不同學院、系所的同學，在公館校區誠樓共同組寢、共同生活，在交流間
得到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專業價值與看法，進一步激盪更多的火花。
B. 共食：
書院生透過正式晚宴或非正式的餐敘活動，與來自書院內的院生與書院外的師長、外
賓交流，培養情誼與體驗不同類型的社交場合應對。
C. 共學：
因應未來社會人才的能力，終身學習、有能力學習是必要基本能力，在書院中透過彼
此砥礪、激盪的團體討論中，每個人得以獨立或合作完成自主學習的體驗。
(2) 全人書院的主要活動
A. 「書院日」：學期中每周一晚上舉行，包含專題講座、師長夜談、工作坊等。
B. 「自主學習」：一年生跨域分組進行「Leader of Month」值月活動，以及觀察書院生
活，進行書院提升與發展，展現全年學習成果；二年生融合 SDGs 議題，組隊進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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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心，提升相關素養，延伸通識學習；三年生自訂學習目標，進行自我探索、進行
社會實踐，並於每年5月舉辦成果展(形式有實體或線上兩種)。
C. 「特色活動」：包含學生自組各類專案活動，歷年活動包含104學年度「襪！師大」、
106與108學年度「TEDXNTNU」、107學年度「音符與阿龔那些小事」大師講座、109
學年度「流行病學與傳染病防治」大師講座等。
D. 「高桌晚宴」：每學年舉行一至二次，全體需以正裝出席，謹守正式用餐禮儀，並邀
請社會賢達進行席間分享。歷年講者：104學年度邀請吳清山局長；105學年度分別邀
請程海東校長、張善政院長；106學年度分別邀請唐鳳政務委員、葉匡時部長；107學
年度邀請謝貞德執行長、林之晨總經理；108學年度邀請陳怡君董事長、109學年度邀
請白佩玉執行長。
(3) 全人書院的發展目標
A. 跨領域：書院生來自不同學院系所，在共同生活、共同學習的機會中，得到來自不同
學科領域的專業價值與看法，進一步激盪更多的火花。
B. 國際化：高等教育孕育下的每位學生都應具備國際視野，書院生可透過自行規劃與書
院推動活動，透過國際移動及文化觀察等方式，形成包容、尊重、欣賞他者文化，以
及反思自身的態度。
(4) 全人書院的更多資訊
可參考全人書院網站：http://honorscollege.sa.ntnu.edu.tw/bin/home.php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公館校區學務組提供
-----回目錄頁
（四）提送學生獎懲流程
1. 110學年第1學期獎懲委員會議將於110年12月擇期召開。
2. 擬敘小功以下之獎勵，請逕至學生獎懲申請系統(校務行政入口網/應用系統/學務相關系統/
學生獎懲申請系統)填寫獎懲建議單，如有大功以上或小過以上獎懲建議案，請提供奉核之
提 案 單 簽 案 連 同 相 關 佐 證 資 料 電 子 檔 提 供 給 獎 懲 業 務 承 辦 人 生 輔 組 李 崇 暐(分 機
1064/mail:lcw0214@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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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學生獎懲建議流程圖

學生獎懲事實

獎勵

懲處

小功以下獎勵
申誡以下懲處

大功以上獎勵
小過以上懲處

各單位透過校務行政系統
線上登記並轉換獎懲申請

各單位線上呈核獎懲提案
經奉合後，送獎懲委員會

呈核學務長代決行

獎懲委員會議討論後決議

每月初會公告於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並於當學期末按比例增加操行轉換分數。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供

-----回目錄頁

三、輔導與健康
（一）心理輔導諮商與轉介資訊
學輔中心提供多項心理探索與輔導諮商服務：
1. 實施個別輔導與諮商：
心理諮商是一個協助自我瞭解與探索的歷程，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與態度，並促進自我成
長。學輔中心有多位專業的心理師，歡迎導師們鼓勵想探索自己或者有需要的同學預約諮
商，把握自我成長的資源。每學期心理師值班表皆公告於諮商輔導服務 e 化系統或中心網
頁「個別諮商」上供查詢，歡迎有意願者線上預約諮商服務。
2. 實施團體輔導與諮商：
團體諮商是一種透過互相陪伴，在一種被接納、被瞭解與信任的關係中得到繼續面對困境
的力量的歷程。學輔中心每學期都會開設各式不同主題團體與工作坊，並使用多元媒材的
方式進行，歡迎導師鼓勵同學報名參與。110-1已規畫7個工作坊與團體，包括：你上線，
故我在—探索網絡人際關係與自我覺察團體、我愛故我在—分手調適成長團體、溝通卡卡
無法度？甘安捏？—人際互動工作坊、職涯錨起來發現真實的你-陪你找熱愛的職涯方向工
作坊、「我們」與理想的距離—自我探索與調適工作坊、漫漫回家路：家庭關係探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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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擁抱鏡子裡的「我」—從身體意象探索自我價值團體，透過開設不同的主題團體、工
作坊讓學生有機會嘗試不同的方式認識與探索關係、自我、情緒、生涯。開辦時間將於9
月22日開始，申請方式：請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之「應用系統」→「學務相關系統」→
「諮商輔導服務 e 化系統」→「團體/工作坊」填寫申請表。
3. 心理測驗之實施與解釋：
學輔中心備有各類心理測驗，幫助同學了解自己的情緒狀態、個人人格特質、人際關係模
式、生涯相關議題等，歡迎同學前來預約心理測驗的服務。心理測驗施測方式分為個人或
是以班級、團體為單位，學輔中心在受理申請後，個別心理測驗會依照心理諮商服務模式
由輔導老師與申請同學討論其需求，再安排合適的測驗量表施測與解釋，或者視情況轉介
其他專業服務；團體心理測驗則由承辦業務的輔導老師先聯繫申請者確認需求後，依照所
申請的時間進行團體施測與解釋。申請方式：個別測驗同個別諮商，請選擇「個別諮商」
服務並於來談主題勾選「心理測驗實施與解測」即可；團體測驗則至「心理測驗」填寫團
體心理測驗申請表。
4. 緊急個案之處理：
可直接撥打校安24小時專線(02)7749-3123，或是於上班時間致電學輔中心電話(02)77495363或(02)7749-5364，公館校區7749-6451。
5. 轉介諮詢：
若有需要轉介學生到學輔中心晤談，導師可至校務行政入口網登入，至「應用系統」→
「學務相關系統」→「諮商輔導服務 e 化系統」→「個別諮商」→「心理諮商學生轉介」
處，填寫轉介單，陪同學生至中心，或直接電洽各學系負責輔導老師商討處理事宜。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二）身心健康講座
1.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心理健康資訊**
新冠肺炎疫情不斷延燒，相關訊息在網路上到處傳播，每個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例
如出現緊張、焦慮、憂鬱、發呆、生氣、情緒起伏、胃口差、睡不好等身心困擾。若有上
述情形莫驚慌，因為這些都是可能的反應，只要參考下述建議即能逐漸恢復以往的狀況。
（1）調整規律的生活，例如三餐及睡眠定時，可幫助恢復生活秩序感，更能因應壓力。
（2）接納自己與他人的情緒反應，了解這些都是正常的。
（3）試著與家人、朋友相互支持、安慰、分享心情。
（4）學習各種放鬆方式，鬆弛自己的身體與心理壓力。
（5）鼓勵學生多和同學、好友、室友、家人聯繫，和他們談談感受及互相支持鼓勵
導師們若有需要請參考學輔中心各項資訊，或至學輔中心網站最新公告區查閱網路資源與
主題專文。
2. 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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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學期本中心規劃許多系列的班級講座，歡迎導師們為班級提出申請。講座內容推廣相
關心理衛生概念與及各種因應方式，包括有生涯、生命教育、情感教育與網路使用等類別，
幫助同學調適身心、自我接納、促進人際關係、及探索規畫未來生涯等。詳細講座主題及
內容訊息可至學輔中心網頁→業務項目→心理衛生推廣瀏覽。
班 級 講 座開放全校申請，歡迎各位導師申請舉辦班級講座，申請方式可以來 電 洽 詢
(02)7749-5381、7749-6452或者線上預約。申請方式為：登入校務行政系統→應用系統→學
務相關系統→諮商輔導服務 e 化系統→心衛活動→報名；或可至學輔中心網頁心理衛生推
廣下載附檔之班級講座預約單，以紙本填寫完後繳交至學輔中心。申請後將會有專人與導
師您聯繫，確認講座時間地點等相關安排。若因疫情需要，班級講座亦可改為線上課程方
式進行。導師若有任何講座相關需求或疑問，皆歡迎致電學輔中心洽詢。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提供
3. 放置衛教宣導短片於健康中心 YouTube 頻道，及新增衛教宣導資訊於健康中心網站、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 LINE@生活圈，提供教職員工參考，日後將陸續編制相關衛教資
源。
4. 預計110年10月19日（校本部）、10月21日（公館校區），辦理校園傳染病防治健康講座，主
題：預防 COVID-19 &流感。
5. 適應體育課程申請：由共同教育委員會體育組開課，凡因傷病等原因不能激烈運動之學
生，可憑身心障礙手冊或醫院診斷書於110年9月13日至10月5日止至健康中心申請，第一次
上課時間為110年9月24日（五），上課地點於體育館1樓大韻律房。
6. 預計110年9月29-30日及12月22-23日於校本部；10月1日及12月24日於公館校區辦理捐血活
動。
7. 預計110年10月29日於校本部綜301教室辦理「CPR+AED 認證急救訓練課程」。
8. 預計110年10月1日-10月30日辦理「健康體態 easy go」健走活動。
9. 預計110年10-12月協助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衛生實習課程，辦理菸害防制多元健康促進
活動。
10. 預計110年11月7日於校本部，辦理學務處 USR 營養志工升級培訓「運用設計思考打造友善
高齡工作坊」，並於11月13日高齡夢想市集執行志工走讀營養行動方案。
11.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活動規劃：
（1）預計110年9月23日與衛教系廖邕教授合作於校本部辦理「Slim x Fitness 動起來-經由
個別指導建立工作者健康體能行為」。
（2）預計110年9月29日與乳癌防治基金會於校本部辦理「守護雙峰~預防乳癌，從生活做
起」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講座。
（3）預計110年9月與社區諮商中心合作辦理「疫情壓力下的睡眠放鬆」及「疫情下的心情
敘事」Poscast 空中會客室活動。
（4）預計110年10月4日邀請營佳營養諮詢社區中心林孟瑜主任於公館校區舉辦《「果」然
清涼，飲料聰明選，教你健康喝！》健康講座。
（5）預計110年10月18日與芙蓉芳韻有限公司合作於林口校區辦理「善待我的臭皮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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骼肌肉的芳療保健」健康講座。
（6）預計110年11月邀請新光醫院泌尿科專科醫師於校本部辦理「泌尿道疾病-泌尿道感染
及結石」健康講座。
（7）預計110年11月日與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合作於校本部辦理「勞動部急救新訓
18小時訓練課程」。
（8）上述活動除「Slim x Fitness 動起來-經由個別指導建立工作者健康體能行為」、「善待
我的臭皮囊–骨骼肌肉的芳療保健」健康講座及「勞動部急救新訓18小時訓練課程」
之參加對象限制為教職員工，其餘活動不限教職員工報名，依疫情狀況隨時調整實體
課程參與人數，必要時進行錄影或轉為線上課程。
12. 上述活動之時間、地點及報名方式等資訊將陸續公告於健康中心網站、Facebook 粉絲專頁
與 LINE@生活圈等處，請詳見最新公告。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健康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三）運動健身資訊
1.各校區開放重訓室(學期中星期一~星期五的非上課時段)
地點與開放時間：(1) 校本部體育館地下一樓 ：8:00~22:00
(2)公館校區中正堂地下一樓：8:30~21:00
(3)林口校區體育館地下一樓：8:00~17:00
2.活動組辦理學期中與寒暑假教職員工生運動班
https://cash.phr.ntnu.edu.tw/Course/EmployeeCourse
3.體適能中心提供個人體適能檢測服務
http://www.phr.ntnu.edu.tw/page4/super_pages.php?ID=page401
4.運動傷害防護室提供諮詢與運動傷害防護處理服務
地點與校內分機：校本部體育館地下一樓(分機3018)
公館校區中正堂地下一樓(分機6978)
以上資訊由體育室提供
-----回目錄頁

37

參、教育宣導
一、性別平等
(一)系所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標準作業流程：

(二)相關資源：
1.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http://140.122.64.4/index.php
2.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http://140.122.64.4/law_01.php?news_type=1
3.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流程圖及宣導手冊：http://140.122.64.4/proces_01.php?news_type=1
4. 校園性別事件申請調查表：http://140.122.64.4/proces_01.php?news_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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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訴管道：
單位
學務處
人事室
秘書室

姓名/職稱
劉麗娜秘書
黃敏甄行政專員
朱萱立行政秘書
徐瑞敏行政專員

電話
(02)7749-1051
(02)7749-1291
(02)7749-1203
(02)7749-1204

信箱
nanaliu@ntnu.edu.tw
minjen@ntnu.edu.tw
slchu0131@ntnu.edu.tw
rachelhsu@ntnu.edu.tw

以上資訊由秘書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供
-----回目錄頁

二、智慧財產權
（一）學生利用本校資源所獲得的研發成果，財產權歸屬本校所有
1. 法規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2. 本校教研人員、職員或學生利用本校資源進行研究或服務，所獲致之專門知識、著作、技
術及創作等研發成果，其財產權歸屬本校所有（除另有法律、契約規定外），並負管理、
運用及推廣之責。個人不得持有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計畫之研發成果，如有相關研發成
果產出及運用（產學合作計畫、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商標申請），均應循本校相關行政
程序及管理機制處理，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之情
事，應由學校具名簽訂相關書面契約，以符合規定。
（二）欲使用本校商標者，應獲得本校同意或授權
1. 法規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商標管理辦法」。
2. 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工生、學生社團或各地校友會等非商業使用本校商標者，除名片、文
書應用免報備外，應填具申請表向研究發展處報備後依合理使用之方法使用本校商標。
3. 涉及商業行為之使用者，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計畫書提請本校同意或授權始得使用。
以上資訊由研究發展處提供
（三）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專區
1.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了解學生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案例與宣傳。
網址: 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314.php
2. 資訊中心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連結為資訊中心網站>服務項目>宣導專區>智慧財產權宣導
https://www.itc.ntnu.edu.tw/index.php/intellectual_property/
3. 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諮詢信箱 abuse@ntnu.edu.tw
-----回目錄頁

三、友善校園-反詐騙、反霸凌、反菸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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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詐騙－學務處專責導師室 #3123
本校配合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網站的最新公告，每學期向學生更新詐騙手法，
並利用相關新聞案件宣導反詐騙資訊，降低同學受害機率。
為防範受騙，若接獲可疑資訊，可下載「防詐達人」LINE@，協助辨別是否為詐騙手法；
或直接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以避免受騙上當。

（二）反霸凌－學務處專責導師室 #3123
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自109年7月21日起修正如下：
⚫ 霸凌：係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
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
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
活動之進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三條第4款）。
⚫ 校園霸凌：係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
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三條第5款）

（三）反菸反毒－學務處專責導師室 #3123
教育部近年持續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行為及毒品進入校園為重
點工作，如發現學生有吸食毒品或濫用藥物之情事，請即通報本校專責導師室協助處理。
本校專責導師室每年積極辦理各項反毒、反菸活動，並配合本校春暉社進行各項煙毒防治
的宣導與推廣，以提升友善校園氛圍。本學期（110-1）預計辦理下列活動，請各位導師協
助宣傳，若有興趣亦可與專責導師室連繫。
1. 110年9月14日春暉線上社團宣導活動，提升學生對於毒品的知識及友善校園活動宣導。
2. 110年9月29日12點至1點30分假誠101教室辦理菸毒議題思辨工作坊。
3. 110年10月15日至新店調查局參觀毒品危害，介紹相關毒品資訊。
4. 110年10月26日春暉講座介紹毒品的相關知識及其危害。
（上述各項活動將視疫情變化而調整，活動日期以本室最新公告為準）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專責導師室提供

四、學生權益與申訴
本校學生對於本校有關學習、生活、受教權益所為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有違法或不當
因而損害其權益者，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
者，得依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提供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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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園安全
一、校園環境安全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駐衛警察隊，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服務如下:
（一）調閱監視畫面、臨時門禁申請，申請者請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駐警隊網頁下載
(https://www.ga.ntnu.edu.tw/eshs)。
（二）配合各校區門禁刷卡資料設定、開放及協助遠端開門。
（三）新進或離職臨時人員門禁權限設定及刪除。
（四）各校區緊急通話對講機設定置地點：
校本部文學院中庭、各校區電梯(除公館校區行政大樓、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樓)，連線
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校園安全監控室。
（五）各校區緊急事件可撥打校內分機1110(校本部校區大門警衛室)或1119(校園安全監控室)、學
生24小時緊急專線電話(校本部校區專責導師室分機3123、公館校區分機6528、林口校區分
機8294)。
（六）各常見問題：
Q1：如何申請臨時門禁卡？
A1：請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駐警隊網頁下載申請單(https://www.ga.ntnu.edu.tw/eshs)，填妥資料並
附聘書影本，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校園安全監控室核章後辦理。
Q2：學校門禁有限制刷卡進出？
A2：本校各行政單位辦公場所、教學大樓及校外房舍，於管制時間該行政單位及教學大樓教
職員工生可刷卡進出(除各系所特別規定外)，其餘需簽案由單位主管同意(跨單位門禁需
加會該單位)，並會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簽核後將書面資料送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校園安
全監控室辦理門禁設定；有關跨系選課門禁系統設定，學期加選課結束門禁系統同步選
課資料，依該系館大樓開放進出權限，若有個別修課進入需求含(校際選課學生)，請至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駐警隊網頁下載「大樓門禁開放時間外門禁權限申請表」
(http://www.ga.ntnu.edu.tw/eshs)，並經該系館主管同意後始得設定門禁；雲和教學大樓電梯門
禁，選課學生於星期一至星期五8時至18時可不經刷卡使用，18時之後及星期假日電梯
門禁管制，只限該大樓教職員工生刷卡進入。
Q3：刷卡狀態顯示未登錄？
A3：1、卡片資料未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校園安全監控室登錄，無法進出。
2、刷卡顯示「有姓名及螢幕顯示未登錄」，即未開放門禁權限。
3、刷卡顯示「管制時段操作」，即此時段未經許可進出。
4、刷卡無任何聲音，即卡片損壞，請向發卡單位重新申請；臨時卡損壞依校園安全管
理作業要點第五條第6點遺失及損壞校園臨時門禁卡者，應收取製作新卡工本費新臺
幣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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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無門禁卡於管制時間進出？
A4：各門禁卡機貼有校園安全監控室聯絡電話，請撥打校內分機3148，經由各校區校警值班
室 (校本部校區分機3164、圖書館校區分機5654、公館校區分機6914、林口校區前門分
機8532、林口校區後門分機8534)值班駐警人員前往確認後協助開門。
Q5：失竊處理？
A5：校園安全監控室調閱影像非緊急事件請於平日17時前，檢附核可調閱申請單至校園安全
監控室調閱，緊急申請亦請事後補送申請單，畫面影像不得翻拍及下載。
Q6：洽公汽車是否可進入校區停放？
A6：校本部校區及圖書館校區可停放於本校地下汽車收費停車場；公館校區及林口校區洽公，
由各單位提出申請，請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駐警隊網頁下載「車輛進出(停放)申請單」
(http://www.ga.ntnu.edu.tw/eshs)，核准後配合辦理。
以上資訊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提供
-----回目錄頁

二、學生緊急事件處理
專責導師室－和平校區#3123、公館校區#6528
本校和平校區與公館校區，不分平假日，皆有專責導師24小時排班值勤，進行住校輔導並協助
處理學生緊急事件。
另本校已於校務行政 APP 設置【校園緊急聯絡電話】，提供全校師生於緊急狀況時聯絡使用。
以上資訊由學生事務處專責導師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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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輔導法規
一、輔導法規
(一) 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二) 進修碩士專班導師制度實施要點
(三) 全方位學生輔導辦法
(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方位學生輔導工作流程-三級輔導機制
(五) 學生獎懲辦法
(六) 學生銷過實施要點
(七) 學生操行分數轉換要點
(八) 學生請假規則
(九) 學則
(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十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十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與管理要點 (第二條 智慧財產權之尊重)
(十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網路異常處理施行細則 (第三條 侵害網路智慧財產權
之行為者，依以下之方式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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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行政法規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辦法
(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英文」修習要點
(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語能力暨補救教學課程修習辦法
(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修習要點
(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體育修習要點
(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倫理與誠信教育實施要點
(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先修辦法
(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要點
(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
(十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本校畢業生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
(十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
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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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學生課業輔導員學習獎勵方案
(十四)課業輔導學習社群計畫
(十五)晨光學習輔導計畫
(十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作業準則
(十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薦送學生申請校外單位短期赴外研修獎助學金準則
(十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及施行細則
(十九)晨光圓夢境外研修助學計畫
(二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推動國際合作交流補助辦法
(二十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交換生甄選作業要點
(二十二)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要點
(二十三)海外回國就學僑生醫療急難及喪葬慰問金發給要點
(二十四)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二十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二十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商標管理辦法
(二十七) 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二十八) 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
(二十九) 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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