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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導師輔導資訊
【生活輔導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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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學術與生涯導師及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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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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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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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請導師協助加強宣導「智慧財產權及學術倫理」相關注意事項:
(一)應遵守學術倫理觀念，勿找(替)人代寫或抄襲文章、報告及論文。
(二)如欲進行課堂錄影、錄音或攝影，應事先告知授課師長並獲得同意後始得行為，以維護師長
智慧財產權。
(三)善用學校圖書館二手書交流平台或週遭二手書店面，交換或購買二手教科書，以重複使用教
科書，不但減輕書籍費用並達環保之意義。
(四)如非法影印教科書，無論是由影印店代為影印或自己從事影印，都可能承擔民、刑事責任。
(五)除學校智慧財產權宣導專區外，可善用以下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輕鬆簡單的資訊充實智
慧財產權知識：
1、原創我挺你(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2、智財散步(https://www.facebook.com/IPTouring/)。
三、請導師協助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注意事項」，宣導資訊如下：
(一) 近期學生違規穿越師大路往返校本部與學一舍狀況嚴重，師大路亦有行車死角，請同學步行
行人穿越道，以維護自身安全。
(二) 提醒學生騎乘機踏車，注意大車死角多，勿貼近大型車輛騎乘：
https://youtu.be/MCXJuZyRpVU。
(三) 機車安全宣導廣告影片「我的違規男友-情侶大小事」：https://youtu.be/zbJjTTfMTX8。
(四) 善用交通部安全宣導粉絲專頁「交通安全熊平安(https://www.facebook.com/168motc/)」
，可參
與不定期活動與抽獎並提升學生交通安全觀念。
(五) 臺北市交通局與大台北駕訓班、福安駕訓班及華豐駕訓班合作辦理「機車安駕訓練營」，如
完成普通重型機車班訓練及考照，將可申請新臺幣 1,000 元整補助，截止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22 日止。
(六) 可以多鼓勵已具備駕照的學生報名參加於 108 年 10 月 9 日(三)下午 13:30 至 16:30 於士林監
理站舉行之「機車安全防禦駕訓體驗班」活動，提升防禦駕駛知能、機車實際操作體驗。
四、請導師協助宣導「校內外獎(助)學金」申請資訊業已公告於「獎學金管理系統」:
http://ap.itc.ntnu.edu.tw/StdScholarship/Scholarship201.do?Action=Scholarship201
五、請鼓勵學生踴躍申請 108 學年度學士班「五育獎學金」，獎勵項目、名額與推薦方式如下:
(一)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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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育獎:有品格教育形塑、道德價值澄清與校園風氣建構之具體表現，熱心服務、關懷社
會者。
2. 智育獎(書卷獎):學科知識的獲取，學術專業或技能表現，足為同儕楷模者。
3. 體育獎:有強健體魄、增進體能與促進身心健康、養成良好運動習慣之具體表現，足為同
儕楷模者，或參加體育競賽表現優異者。
4. 群育獎:有落實團體合作、促進人我關係與發揮群策群力之具體表現，具領導才能，發揮
互助精神，友愛同儕者。
5. 美育獎:有提高美感認知與對藝術文化之了解，展現人文、藝術、音樂才華之具體表現，
足為同儕楷模者或參加藝文、音樂競賽，表現優異者。
(二)獎勵名額與推薦方式:本獎學金每學期核發一次，遴選方式如下:
1. 凡符合獎勵項目且有具體事蹟者，每班得推薦德、體、群、美育獎每項 1 名，如班級人
數逾 50 名，各獎項得增加 1 名，每名學生得重複獲不同獎項。
2. 智育獎(書卷獎)依前一學期學業成績每科皆達 B，等第積分平均 GPA3.5 以上且班級排名
第一者(非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如有 2 名以上列同排名第一，得增加受獎人數(智育獎書卷獎獲獎名單由教務處提供);德、體、群、美育獎由各學系自訂遴選方式推薦之；為
保障學生權益及遴選過程之公正、公平，建請參考推薦標準採學生自行申請方式，並透
過相關會議或組成遴選會議推選之，避免以班會互推方式產生，以取公信。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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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任課教師得依學生缺、曠課之情形予以扣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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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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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學生請假由系所核定，其准假權責暨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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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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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送出線上請假單，請假系統即以電子郵件通知核假人審核假單，請務必收取學校信箱信
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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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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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導師線上核假。
(二) 學生假單狀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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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請假紀錄查詢。
(四) 系年班學生請假明細紀錄表。
(五) 學生請假紀錄表。
(六) 學生喪假及連續3天病假統計表。

九、學生可至校園 e 卡資訊服務站或手機下載校務行政入口 APP 申請「獎懲及操行轉換證明書」，相
關操作流程暨資訊請至「學生獎懲、操行」網頁(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315.php) 瀏覽下載。
十、

各學院系所對於學生之優良表現有具體事實，建議提請敘獎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記小功(含)以下之獎勵建議案，其流程如下：
1. 依學生獎懲辦法第二章第四條(記嘉獎)或第五條(記小功)規定至線上填寫「學生獎懲申
請表」。(網址：http://ap.itc.ntnu.edu.tw/RwPh/main)
2. 列印「學生獎懲單」核章後，送至生活輔導組，由學務長核定。
3. 學生獎勵名單暨事蹟，按月公告於生活輔導組「學生獎懲」網頁。
(二)記大功之獎勵建議案，其流程如下：
1. 學生有功事實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二章第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至線上填寫
「學生獎懲申請表」。
2. 列印「學生獎懲單」核章後，併同提案單暨相關證明資料，依限送生活輔導組彙整提學生
獎懲委員會議審議。
3. 依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學生獎勵及公告。

十一、 為減輕弱勢學生生活經濟壓力，使學生能專心學習，學務處除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弱勢助
學外，更結合全校相關資源辦理安定就學專案。導師如發現經濟困難學生，請系所給予協助
外，亦可轉介至生活輔導組申請相關助學方案，解決經濟問題。助學措施包含
(一) 學雜費減免
1. 申請資格：原住民族籍學生、卹內及卹滿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學生、身
障人士子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在職班學生，若為身
障人士子女，則不可申請學雜費減免。
2. 經濟限制：申請身心障礙類者，前一年度家庭所得總額須未超過新臺幣 220 萬元，方能
符合減免申請資格，家庭所得總額依綜合所得總額計算：
(1) 學生未婚者，為其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2) 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家庭所得總額。
(3) 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只計學生所得。
3. 申請方式：於規定期間內至線上申請後，檢附已簽名之申請表暨有效證件寄(送)至生活
輔導組。
4. 申請時間：
(1) 上學期 8 月及下學期 1 月。
(2) 每年 5 月：暑期班（需提出前一年之綜合所得税清單正本）。
(二) 就學貸款
1. 申請資格：學生應具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且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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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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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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符合就貸申請資格者，於規定期間內（上學期 8~9 月、下學期 1~2 月）至台北富邦銀行
辦理對保手續。
(三) 生活助學金
1. 助學對象：本校日間學制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須達 60 分或 GPA 1.70 以
上，其家庭經濟須符合下列條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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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之學生。
（2）家庭經濟現況困難由導師推薦。
2. 每月核發助學金 6,000 元，獲生活助學金之學生須參加校內學習服務活動。
3. 申請時間：每學期、暑期受理申請。依家庭年所得較低、家庭經濟現況較困難者或學生年
級較低者優先核給。
(四) 急難慰助金
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事件發生後 6 個月內申請急難慰助金：
1. 遭遇意外傷害、罹患重大疾病或不幸死亡。
2. 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入困境且無力就學。
3. 其他偶發事故。
4. 父母一方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或一方死亡者或雙方死亡者。
(五) 還願助學金
1.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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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生得依個人情況申請助學金額度，核定補助標準依學生個別情況，評估學生學習與生
活所需，扣除減免、就學貸款及其他獎補助金額後，以補助其學習、生活經費不足為原
則。
3. 申請時間：每學期依公告期限受理申請。
(六) 深耕弱勢助學計畫的輔導機制
1. 對象:本校在學之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原住民學生等具學雜費減免資格、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
助學生及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例如：三代家庭（曾祖父母、祖父
母、父母）第一位上大學者、新住民等，且報名參加本校「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
社會流動」計畫之學習方案者。
2. 申請助學金學生須按時出席學習活動並接受輔導單位之輔導，學習方案結束後須填寫反
思紀錄。依辦法核發助學金及獎勵金。
十二、 107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相 關 獎 學 金 資 訊 公 告 於 生 活 輔 導 組 獎 學 金 管 理 系 統
(http://ap.itc.ntnu.edu.tw/StdScholarship/Scholarship201.do?Action=Scholarship201)，請輔導學生
至獎學金管理系統查詢，並依公告規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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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學生團體保險
(一) 投保目的：為落實社會安全制度，並為補償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時家庭所受經濟上的
損失，規定各級學校均應增列學生團體保險項目，政府並補助部分保險費。
(二) 對象：本校具學籍且已於註冊日前繳清保費之學生享有本權益，含僑生及外籍生(陸生由國
際事務處另向國泰保險公司投保，每生每學期繳 3,000 元保費，遇有理賠事件，需送件至國
際事務處申請)。
(三) 保險理賠申請需繳文件：理賠申請表、診斷證明書正本、意外門診收據正/副本、存摺影本、
骨折者需繳光碟片。
(四) 學生有不加保之權利，學生如不參加保險，需於規定期間內至「學生團體保險」網頁下載「不
參加學生團體保險申請表」填寫並簽名後，郵寄(送)至生活輔導組。
十四、 學生兵役
(一) 申請資格：
1. 申請緩徵：須 33 歲以下在學學生。
2. 申請儘召：士兵階級須 36 歲以下在學學生；尉官、士官階級須 50 歲以下在學學生；士
官長、校官須 58 歲以下在學學生。
(二) 未完成兵役申請之在學新生及核准日期已失效之在學舊生請於規定期間內《暑期：EMBA 班 5
月；暑期班 6 月、上學期 8 月、下學期 1 月》至學生兵役申請系統線上申請後，列印「學生
兵役申請表」併同下列文件郵寄（以郵戳為憑）或送至生活輔導組，以完成申請手續。
1. 申請緩徵/緩徵延長：學生兵役申請表。
2. 申請儘召/儘召延長：學生兵役申請表及退伍令影本。
(三) 休學、退學及畢業離校者，將依規定行文至各縣市政府或後備指揮部申報緩徵或儘召原因消
滅。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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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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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力。
（一）學程特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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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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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培育對象為「社團幹部」，著重提升其「組織經營」能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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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修畢學分即可認證，累積學生學習資歷，提升就業競爭力。
（二）學程課程種類
種

類

內

容

選課方式

專業學
識課程

開設於各系及通識，如團
學生自行
體動力學、人際關係、組
至選課系
織行為、管理學等課程共
統選課
25 門

社團經
營實務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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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行銷實務、
社團領導培訓方案規 劃
與實施、社團評鑑規劃與
執行等課程共 5 門

由課外組
彙整選課
名單，以
人工加選
方式選課

（三）本學期預定開設「社團經營實務課程」共計 5 學分
1.社團經營實習（一）（2 學分）。
2.社團行銷實務（3 學分）。
（四）本學分學程自 104 學年度開辦以來，已有 22 位學生修畢學程課程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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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web.ntnu.edu.tw/dsa/cp/index.php
二、學生社團類別相關資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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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個，全學年社團活動次數
統計約為 2,000 餘次，活動豐富多元，歡迎學生多加參與，豐富大學生活。
（二）各分類社團說明及數量統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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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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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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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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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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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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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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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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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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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數共計 46 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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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sa.ntnu.edu.tw/files/13-1002-447.php
三、辦理各項社團迎新活動，協助 112 級新生融入校園及參與社團
（一）辦理「全校性社團迎新系列活動」
為使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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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如下表列：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簡介
由社團委員會號召各社團成員，著社服、搭

社團迎新
相見歡

108.9.3 9:3010:00

日光大道

配攤位宣傳海報或社團象徵物，進行各式各
樣造勢活動，展現社團活力，使 112 級新生
在新生營第一天便感受到社團的熱情活力。

108.9.3

體育館

18:00-20:30

四樓

社團之夜

遴選嘻哈文化研究社、歌仔戲社、合唱團、昕
韻手語社、火舞社、師大國樂社、內家武學社、
口琴研究社及熱舞社等 9 個社團提供精彩表
演活動，讓新生感受到社團的多元與活力。
共有 113 個社團及 16 個行政單位(含校隊)於

108.9.5
社團嘉年華

日光大道
09:30-16:00

日光大道及禮堂前設攤，透過互動體驗方式
展現各社團特色，並協助新生進行社團生涯
規劃。
於誠正中庭搭設展示裝置，由各社團放置迎

社團聯合
108.9.9-12
服務週

誠正中庭/
新宣傳品提供自由取閱，並提供新生參與社
言論廣場
團資訊諮詢服務。

（二）輔導各社團舉辦新生服務活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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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轉學生迎新活動：輔導轉學生聯會辦理迎新及選課說明會，協助轉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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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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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輔導崇德社、生命教育服務社協助新生入住宿舍及新生健檢活動。
5.輔導學生會及各地區同鄉校友會辦理新生寢具代購活動。
6.輔導各社團辦理各項迎新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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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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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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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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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性專業營隊
國際志工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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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全臺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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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崇德社赴海外進行服務工
作。

（三）祭孔服務活動
協助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辦理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釋奠典禮，將遴選童軍社資深童軍擔任
活動服務員，並配合主辦單位參與行前彩排及當日現場服務。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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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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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11 月 13 日、12 月
25 日辦理 3 場次「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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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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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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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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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際關係、情感、生
涯、情緒情緒探索與覺察等，並使用多元媒材的方式進行，歡迎導師鼓勵同學報名參與。107 學
年度團體輔導服務人次為 393 人，108-1 已規畫舉辦 10 個工作坊與團體，有注重自我探索與成
長的：正念的實踐：壓力探索與藝術舒壓工作坊、正念的實踐：自我照顧藝術療心工作坊、遠離
內在的催狂魔-自我價值提升工作坊；有增進人際與情感關係的：生命最初的扉頁-家庭雕塑與自
我探索工作坊、「我」&「我們」––愛情價值觀探索工作坊、當愛來，當愛走－同志友誼與親
密關係的探索與自我照顧團體、我們與「家」的距離──家庭界線探索與成長團體、照顧親密關
係中的自己—正念與自我疼惜團體、關係「桌」迷藏~看見人際中的自己探索團體；有生涯探索
的：夢想✴Say Yes！生涯夢探索工作坊。開辦時間與申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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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心理測驗之實施與解釋：
學輔中心備有各類心理測驗，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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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中心的輔導老師會先晤談與評估申請同學的需求，再安排合適的測驗量表施
測並解釋結果，後續也會視情況轉介其它諮商服務。申請方式：個別測驗同個別諮商，請於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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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表。
四、 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本學期以生涯、生命教育、情感教育與網路使用等主題類別，規劃系列班級講座。講座內容推廣
相關心理衛生概念與及各種因應方式，藉此令參與者習得如何調適身心與自我接納、在人我間
維持健全關係、及探索規畫未來生涯。詳細講座主題及內容訊息可至學輔中心網頁
http://counseling.sa.ntnu.edu.tw/files/13-1004-4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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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ounseling.sa.ntnu.edu.tw/files/131004-4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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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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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緊急個案之處理：
可直接撥打校安 24 小時專線(02)7734-3123，或是於上班時間致電學輔中心電話(02)7734-5363 或
(02)7734-536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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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陪同學生至中心，或電洽各學院負責輔導老師商討處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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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靈小棧校園服務與同儕輔導訓練：
每學期招募具有服務熱忱的學生擔任志工，藉由同儕輔導的知能訓練課程、心靈小棧解憂雜貨店
的關懷服務，與協助推展心理衛生活動之歷程，除促使同學自我瞭解與成長之外，亦協助同學在
志工服務過程中，激發對己對人的熱忱、尊重和同理心，使其於協助同儕時可帶動更多的關係連
結。108-1 規劃辦理志工培訓含生命教育、團體凝聚力、助人技巧、自我探索與成長、人際關係、
自殺防治等多場自我成長與輔導知能培訓課程，增進志工自我了解與輔導知能訓練，歡迎導師推
薦熱心助人同學加入學輔志工團。

-----回目錄頁

10

【健康中心】
一、 健康服務
(一) 體育特別班:由衛教系及體育系老師共同開課，除施予健康輔導，並授予衛生保健及緩和運
動等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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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
開學第 1 週至健康中心申請。
(二) 教職員工生一般傷病處理及健康諮詢：平日上班時間（中午不休息），健康中心皆有護理人
員及同仁值班，處理教職員工生受傷、生病照護及健康諮詢等事宜。
(三) 緊急傷病救護：教職員工生如發生緊急傷病無法至健康中心處理者，上班時間可撥打健康中
心電話：7734-3107（校本部，校內分機 3107）
、7734-6446（公館校區，校內分機 6446）
，護
理同仁將立刻至現場處理，夜間及假日可撥打專責導師室 24 小時值勤專線 7734-3123（校內
分機 3123）。
(四) 為維護校園安全，本校與樂活診所簽訂醫療服務合作備忘錄提供本校學生免費簡易傷病處理
服務，有效期間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 月 31 日止，樂活診所提供服務內容如下：
1) 服務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下午六時至九時及週六上午九時至十二時；2) 服務種類為外傷無
感染之傷口、輕微扭挫傷等；3) 經樂活診所醫護人員評估，若本校學生傷病狀況嚴重，則仍
建議就醫。
(五) 急救箱、拐杖、輪椅及熱水袋借用服務：社團或系所辦理活動或教職員工生傷病需借用者，
請至健康中心登記借用。
(六) 保健器材使用：本中心設有自動身高體重計、血壓計、體脂計、耳溫槍等，歡迎教職員工生
使用加強個人健康管理。公館校區另備視力機一臺供學生檢測。
(七) 於校內各宿舍辦公室設置急救箱，提供夜間或假日受傷同學使用。
(八) 哺乳室使用：三校區皆設有哺乳室，歡迎多加利用，哺乳室位置如下：校本部（樂智樓 1 樓）
、
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部 2 樓）
、公館校區（理學院大樓 1 樓健康中心旁）
、林口校區（健康
中心內）
。
(九) 本校教職員工生優惠就診醫療院所如下表：
醫院/診所
優惠對象
優惠項目

證件

樂活診所

教職員工、 50 元掛號費減免，部分負 健保卡及本校相關證件（學生
學生
擔則依中央健康保險署規 證、職員證、專任助理人員服
定支付
務證）

創新牙醫診所

教職員工、 50 元掛號費減免，部分負 健保卡及本校相關證件（學生
學生
擔則依中央健康保險署規 證、職員證、專任助理人員服
定支付
務證）

景美醫院

教職員工、 免掛號費優待，部分負擔則 健保卡及本校相關證件（學生
學生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定支 證、職員證、專任助理人員服
付
務證）

新店耕莘醫院

教職員工、 50 元掛號費減免，部分負 健保卡及本校相關證件（學生
學生
擔則依中央健康保險署規 證、職員證、專任助理人員服
定支付
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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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染病防治-敬請導師協助宣傳以下事宜
(一) 呼吸道疾病防疫宣導（如：流感、肺結核、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等）：
1. 保持空氣流通：呼吸道疾病主要經由空氣飛沫傳染，此類的感染大都因口鼻腔黏膜或呼吸
道，密切接觸到具有傳染力的分泌物所致，通常在一段距離後（一般是 3 英呎或 1 公尺）
即不具感染力。所以在教室上課時應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上課期間若空調系統開啟，仍須
保持開窗（至少一個拳頭寬）
，維持與對外通風換氣，提高室內空氣品質。減少空氣中細菌
或病毒的密度，座位間隔拉大，增加座位左右間距，降低傳染病感染之風險。
2. 有咳嗽症狀請宣導戴上口罩（請至健康中心索取），班上同學若咳嗽超過二週，請建議儘
速至醫院的胸腔內科及感染科求診並接受 X 光檢查。
(二) 結核病篩檢活動：當健康中心接獲衛生局通報肺結核個案時，教職員工生若被匡列為結核病
接觸者，將接受胸部 X 光檢查或 IGRA 抽血檢測。日後若有接獲健康中心 mail 通知者，敬
請配合衛生單位安排之檢查（此檢查非抽籤決定，而是接觸結核個案滿 40 小時或與指標個
案於可傳染期間 1 天內接觸 8 小時（含）以上，才會被匡列）。
(三) 因病請假之學生，特別是傳染病者，盡快知會健康中心，以利疾病衛教及防疫工作。
三、 健康促進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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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帳號，提供教職員工參考，日後將陸續編制相關衛教資
源。
(二) 規劃辦理「新生營自由選修課程」
：9 月 6 日 13:00-17:00 於正 101-103 教室，辦理 CPR+AED
認證急救訓練課程及基本創傷救命術（BTLS），參加對象為 108 學年入學新生。
(三) 預計於 9 月 24、25 日 10:00-17:00 於校本部日光大道及 9 月 27 日 10:00-17:00 於公館校區中
正堂辦理捐血活動。
(四) 預計於 10 月 25 日於綜 301、綜 307 辦理 CPR+AED 認證急救訓練課程；11 月 23 日於綜 202
及綜 210 辦理基礎急救創傷救命術（BLS），參加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五) 預計於 10 月與台大、台科大辦理三校聯合健走活動，持續規劃相關事宜，詳細資訊將公告
於健康中心網站。
(六) 預計 10 月中於公館校區辦理「EYE 篩檢視力保健服務」，待與工研院聯繫相關合作細節。
(七) 預計於 10 月 15 日-22 日於校本部及公館各辦理一場菸害防制諮詢闖關活動及健康中心 FB
粉絲頁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直播活動。
(八) 預計於 12 月底或 109 年 1 月與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合作辦理流感疫苗預防接種活
動，施打時間、地點及報名方式等資訊將公告於健康中心網站。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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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帳號等處，請詳見最新公告。
四、餐飲衛生管理
(一) 膳食意見反應管道：在校內各餐廳消費用餐，發生影響衛生安全狀況，可依以下管道反映。
1. 建議首先向當場餐廳管理人員直接反映，亦可由各宿委、宿委會或學生會反映。
2. 為維護學校教職員工生的餐飲供應安全權益，請協助注意進食後健康狀況，若疑似食品中
毒個案，建議第一時間告知健康中心，亦可至健康中心網站填寫疑似食品中毒問卷之資料
（如圖），填寫完畢寄至 zoe.c@ntnu.edu.tw 張營養師信箱，亦可直接轉交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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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亦可直接聯繫學務處健康中心營養師（7734-3104 或 zoe.c@ntnu.edu.tw），若能具體提出事
發資訊如下：1 時間日期、2 校內餐廳、3 餐別、4 食物品名或描述、5 有實體的證物或照
片更佳。將有助於與廠商的溝通、協調，並找出問題的癥結，亦可傳真反映訊息至健康中
心 FAX: 02-23677157。
(二) 敬請協助宣導，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限制使用一次用塑膠吸管（學校餐廳內用及便利商店）
，
且請同學自備環保餐具（含餐盒、環保筷、環保杯等）
，各餐廳持續配合環保優惠方案。本
校餐廳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免洗筷匙及塑膠袋，請協助宣導。
(三) 營養諮詢服務：為增進個人營養諮詢服務，請至健康中心網頁（如圖）線上預約服務，歡迎
有意願瞭解飲食及營養狀況的同學，可多加利用以瞭解自身飲食進而推廣自主健康管理。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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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導師室】
一、 專責導師室工作要項與行政配合單位示意圖：

二、107 學年第 2 學期(108 年 2-7 月)專責導師輔導學生活動紀錄表：(資料由新版學務資訊系統導師
輔導活動記錄表中匯出)
月份

校／
指導
急難
生涯
個別
意外
導生
參觀 講座 系／ 課業
服務
疾病 救 情緒 轉介
賃居 特殊 服務 家長
班會
發展
晤談
事件
其他 小計
項目
聚會
活動 活動 學生 輔導
學習
關懷 (扶) 疏導 服務
訪視 事件 他校 聯繫
輔導
輔導
處理
活動
課程
助
0

5

49

84

54

7

679

26

17

17

1

5

13

8

0

21

196 1313

0

79

1000

84

54

7

679

26

17

17

1

5

13

8

0

21

196 4056

11

59

180

87

117

2

938

147

8

54

1

10

119

14

0

40

325 2284

人數 539 1951 151 1069 2655

87

117

2

938

147

8

54

1

10

119

14

0

40

325 8227

108 年 次數
2月

81

人數 310 1539

108 年 次數 112
3月

50

60

108 年 次數 143

17

1

31

175

60

98

20

866

174

8

54

5

15

78

9

0

29

243 2026

人數 661

477

10

382 2578

60

98

20

866

174

8

54

5

15

78

9

0

29

243 5767

4月

14

校／
導生
參觀 講座 系／
班會
月份 項目
聚會
活動 活動 學生
活動
108 年 次數 112
5月

5

48

229 102 95

23

976 209

5

74

2

13

123

12

1

53

199

2,310

人數 697 967

62

612 6,373 102 95

23

976 209

5

74

2

13

123

12

1

53

199

10,598

15

3

24

250

61 127

12

910

88

14

68

5

6

96

7

2

25

192

2009

人數 902 677

42

280

5284 61 127

12

910

88

14

68

5

6

96

7

2

25

192

8798

108 年 次數
7月

小計

29

108 年 次數 104
6月

課
指導
急難
生涯
個別
意外
業
服務
疾病 救 情緒 轉介
賃居 特殊 服務 家長
發展
晤談
事件
其他
輔
學習
關懷 (扶) 疏導 服務
訪視 事件 他校 聯繫
輔導
輔導
處理
導
課程
助

37

42

3

262

18

2

19

1

2

5

6

0

19

62

569

1171 37

42

3

262

18

2

19

1

2

5

6

0

19

62

1727

949 431 533

67 4631 662

54

286

15

51

434

56

3

187 1217

10511

人數 3182 5611 270 2422 19061 431 533

67 4631 662

54

286

15

51

434

56

3

187 1217

39173

人數

24

0

1

0

73

0

5

0

21

167

次數 576 171

66

小計

三、107 學年第 2 學期(108 年 2-7 月)專責導師職能進修，共計 69 場次，參加人次共計 339 人。另每
週四上午辦理專責導師工作研討會，檢討輔導工作及分享學生輔導經驗與特殊案例，以精進專責
導師本職學能。
四、加強反詐騙宣導
(一) 學生遭詐騙案件以轉帳詐騙居多，請轉知學生謹慎使用網路購物平台，避免透過通訊軟體
私下交易，並多利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165】查詢，以避免遭到詐騙而蒙受損失。
(二) 電話行銷促銷優惠手機或其他產品，需小心優惠促銷下可能隱藏高額的費率或品質不佳的
產品，而衍生交易糾紛，亦可能造成個資外洩，成為受詐騙的高風險族群。
(三) 醫院、警察與檢察官不會以電話通知被告；法院公文只會以郵寄通知，不會用傳真方式；

(四)
(五)
(六)
(七)

法院不會監管你的帳戶。利用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或警察機關(警察)或健保單位
要求監管單位監管您的帳戶或金錢者，全是詐騙案件，請勿上當。
ATM 無法解除分期設定，若接獲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設定等電話，請小心查證慎防受騙。
請學生告知家長勿任意相信不明來電，以為同學被人綁架，進而匯款給不明人士，應先向
學校、系上、或內政部 165 反詐騙專線求証後，再作因應。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已有「165 反詐騙 APP」，請鼓勵學生踴躍下載使用。
本校反詐騙專線：各校區專責導師室值勤電話－
1. 校本部：02-77343123(校內直撥 3123)
2. 公館校區：02-77346528(校內直撥 6528)

五、紫錐花運動(春暉專案)：
(一) 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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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通報專責導師室處理。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活動：
1. 108 年 2 月 25 日至 2 月 27 日假文薈廳走廊辦理友善校園週，提升學生對於毒品的知識
及紫錐花活動宣導。
2. 108 年 2 月 27 日 12 點 20 分至 13 點 10 分假誠 101 教室辦理菸毒議題工作坊。
3. 108 年 3 月 11 日 9 時至 12 時至新店調查局參觀毒品危害，介紹相關毒品資訊。
4. 108 年 3 月 20 日 18 時至 21 時在正 104 教室辦理園藝治療講座。
5. 108 年 4 月 30 日 12 點 30 分在綜合大樓 210 展覽廳辦理大專校院藥物濫用學生多元輔
導課程教材介紹講座。
6. 108 年 5 月 6 日 9 時至 12 時 30 分參訪台灣國家婦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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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8 年 5 月 13 及 20 日 10 時至 12 時 30 分於正 104 教室辦理反毒電影欣賞。
8. 108 年 5 月 27 及 6 月 3 日 10 時至 12 時 30 分於樸 205 教室菸毒議題反思引導研習。
六、賡續提供替代役及兵役等問題諮詢以及役期折抵服務。
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活動
1. 108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辦理原民週「原來」。
2. 108 年 4 月 8 日、22 日與 29 日辦理原．緣本的你 －【說族語很時尚】，魯凱族族語課
程。
3. 108 年 4 月 22 日辦理「部落領袖和傳統服飾」講座，介紹魯凱族服飾上的刺繡圖案、紋
路，提醒同學各部落仍有嚴謹的禮儀規範，不能任意穿戴。
4. 108 年 4 月 25 日辦理原住民當代議題講座「上路吧!繼續前進 Keep Going」。
5. 108 年 5 月 02 日辦理「說族語很時尚-鄒語」。
6. 108 年 5 月 16 日、23 日與 30 日辦理「說族語很時尚-邵語」。
7. 108 年 6 月 14 日辦理第二屆原民小畢典(水平方)。
8. 108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0 日 協助返鄉服務/南投仁愛鄉馬烈霸部落。
(二) 以上各項活動經費以申請教育部補助為主，不足部份由專責導師室相關經費支應。
八、專責導師每日輪值實施 24 小時住校輔導，學生緊急事件連絡專線：
(一) 校本部：02-77343123 (校內直撥 3123)
(二) 公館校區：02-77346528 (校內直撥 6528)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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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中心】
一、 推動全人教育、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一) 預定辦理「108 年全人教育系列活動-全人教育，世界公民」，鼓勵學生踴躍參與，活動詳情
將 於 全 人 教 育 中 心 網 站 http://holistic.sa.ntnu.edu.tw/bin/home.php 或 粉 絲 專 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NU.HEC 公告。
(二) 持續執行教育部補助「108 學年度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以提升品德教育實施的
深度與廣度，型塑師大社群道德文化，加入社會關懷與環保永續等概念，進而達成全人教育
發展之目標。
二、實施服務學習課程
(一) 規劃服務學習系列課程:
1. 服務學習課程（一）
：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已無服務學習課程（一）
，服務學習課程（一）
已與初階服務學習「原服務學習（二）」進行整併，廢除原服務學習課程（一）必修之規定，
但 107 學年度前入學之學生，如欲完成學分，全人教育中心仍會持續開設相關講座讓學生
能夠完成服務學習課程（一）學分。
2. 初階服務學習課程「原服務學習課程（二）」：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初階服務學習課程已
完成開課，共 27 門。尚未完成初階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需於加退選期間上網確認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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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課
程，包含「高齡議題」、「偏鄉教育議題」、「公民記者倡議」、「環境教育」、「社區
營造」等多元議題，同學可參閱教務處網站公告之課綱，依照課綱內找到適合自己的服務
學習方式後，至全人教育中心辦理登記，並依照時間參與培訓安排服務時間。
3. 進階服務學習課程「原服務學習課程（三）」：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學系專業課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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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參考：http://holistic.sa.ntnu.edu.tw/files/14-1007-3333,r11-1.php?Lang=zh-tw
(二) 充實師生服務學習知能:
1. 預計於 108 年 10 月 08 日辦理暑假初階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分享會，藉以展現服務學習課程
執行成果。
2. 預計於 108 年 11 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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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預計於 108 年 12 月、109 年 03 月、06 月辦理服務學習課程反思引導員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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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全人教育中心網站 http://holistic.sa.ntnu.edu.tw/bin/home.php
三、推廣並擴充「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一) 「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推廣情形：「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學士班在校生
使用率，截至 108 年 08 月止，分析本校大學部各學院在校生(含延畢)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
案系統開通之情形，共計 6,091 人，分析系統開通之平均數為 96.6 %，仍將持續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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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功能擴充：
1. 現正規劃進行系統功能擴充，不斷與系統廠商研商，安排後續系統盤點並與校內各單位洽
談系統需求中，已於本學期新增學生體適能狀況紀錄、職涯發展中心之就業大師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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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與其他單位協助校務統計數據紀錄等功能。
2. RFID 簽到系統可配合五育活動報名，更確實掌握學生出席狀況，並鼓勵各行政、學術單位
與本中心聯繫，也讓本校教職員生更了解並使用「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若單位
有業務之需要借用 RFID 刷卡機進行活動簽到或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宣傳問題，可
與本單位連繫。
四、推廣數位學伴計畫
(一) 數位學伴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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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東華國中，
主要輔導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
(二) 現正招募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學伴：
1. 陪伴學習地點：校本部 誠701B 教室
2. 數位學伴時間：108年10月03日起，每週二、四15:30-17:30(國小時段)或17:30-19:30(國中時
段)，共計十週。(每次上課1.5小時，提前30分鐘到教室做準備。)（期中考週停課一周）
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8年9月16日(一) 止
4. 面試場次公告時間：108年9月17日(二)中午12點整，公告於全人教育中心網站
5. 面試時間：108年9月19日(四)15:30-21:00
6. 大學伴系統教育訓練：108年09月24、26日15:30-17:30(國小時段)或17:30-19:30(國中時段)
7. 大學伴教育訓練：108年09月28日(六)08:30-17:30(報名同學請務必參加本次訓練課程，我們
會邀請服務學校師長前來分享與提醒，未參加該場次者將取消學伴資格)
8. 大小學伴相見歡：108年10月02日(三)12:00-16:30，擔任大學伴者請務必參加上述活動
9. 參與數位學伴計畫，可同時參與【初階服務學習課程】、可抵認【義務輔導時數】，若以
上需求不需要者可以領有參與輔導獎勵金。
10.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tNTKryYQzj4FQPQN8 或至全人教育中心詢問。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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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校區學務組】
一、全人書院業務
師大自 104 學年度開辦的「菁英書院」
，於 105 年度正式更名為「全人書院」
。係仿傚歐美大學獨
有的書院教育，透過「集中住宿、導師關懷、大師對談」等特色，以培育書院生具有「激發能力、領
導能力、創新能力、團隊能力、關懷能力」五力的未來領袖人才。
(一) 全人書院的三大特色
1. 共寢：
書院生來自不同學院、系所的同學，在誠樓共同組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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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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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而提升情誼與體驗不同類型的社交場合應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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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全人書院的主要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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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主學習計畫」
：一年生跨域分組進行小組討論，落實社會實踐；二三年生自訂學習目標，
進行自我探索、自律學習、延伸學習及社會實踐，並於每年 5 月舉辦成果展。
3. 「特色活動」
：包含學生自組各類專案活動，歷年活動包含「襪！師大」
、
「TEDXNTNU」
、
「音符
與阿龔那些小事」等；常態活動則有「全人教育營」。
4. 「高桌晚宴」
：每學期舉行一次，要求全體正裝出席，謹守正式用餐禮儀，並邀請社會賢達進
行席間分享。
(三) 全人書院的發展目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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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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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全人書院的更多資訊
1. 全人書院網站：http://honorscollege.sa.ntnu.edu.tw/bin/home.php
2. 全人書院每年 5 月針對在校一年級學生辦理招生，另配合指考放榜，於 8 月辦理第二次招生，
有意願報名的同學可關注全人書院網頁訊息。
二、急難慰助金、生活輔導組文件代收與諮詢
詳見生活輔導組相關業務。
三、校外賃居業務
(一) 校外賃居訪視
1. 管理校外賃居系統，每學期期末待專責導師完成校外賃居訪視業務，以利辦理校外訪視交通
費用核發。
2. 協助本校附近房東進行租屋資訊審核與系統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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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參與相關會議與研習活動
毎學期固定辦理校外賃居座談會，將邀請相關機關團體加強宣導租屋資訊，以及一氧化碳、
用電安全等注意事項。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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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中心】
一、108 學年第一學期舉辦「跨域 x 趨勢」職涯系列活動，預計辦理 9 場活動（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07ebx），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詳情請參閱職涯發展中心網頁與臉書。
二、預計於 11 月辦理各個學院的產業實習成果分享，並於 11 月底辦理全校性產業實習成果展、海外
實習成果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詳情請參閱職涯發展中心網頁及臉書。
三、就業大師平台提供就業、實習職缺媒合、歷屆教甄考古題下載，歡迎學生由校務行政系統登入後
使用。(連結路徑：學校首頁→行政組織→職涯發展中心→就業大師)。
四、提供職涯諮詢、職涯測驗服務，協助學生提前掌握個人志向以利未來規劃，並受理個人/團體職涯
測驗申請與解測 (安排諮商師)，如：UCAN 職業興趣探索、「職場 U R In！」工作坊等，詳情請
參閱職涯發展中心網頁，聯絡信箱：dops@deps.ntnu.edu.tw。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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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行政單位導師輔導相關資訊
【教務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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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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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選課暨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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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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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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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學期期中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08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17 日
本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08 年 12 月 23 日至 109 年 1 月 19 日
(三) 本學期停修課程申請時間：108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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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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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弱勢生學習輔導
為協助弱勢生各項輔導，本校推動「弱勢生學習輔導--晨光計畫」，並編印晨光輔導手冊，提供
客製化服務，包括：
(一) 學習輔導：晨光學習輔導(教發中心)，自主讀書會、英語讀書會(圖書館) 。
(二) 生活輔導：專責導師制度、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專責導師、生活技能工作坊或潛能開發研習
營、弱勢生輔導需求研究、提高獎助學金規模並放寬資格等。(學務處)
(三) 就業輔導：協助弱勢生職涯規劃、提升弱勢生就業能力。(師培處)
(四) 晨光圓夢境外研修助學計畫：協助弱勢生申請出國交換或就讀雙聯學位。(國際處及公共事務
中心)
四、 四、學習輔導資源
名稱

學生課業輔導員

申請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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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名 課 輔員 核 發學
任指導老師。
習獎勵金 5,000 元。
二、依受輔學生之不及格學分數為審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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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輔導學習社群

每年 2 月/ 9 月

晨光學習輔導計畫

每年 2 月/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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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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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 人以下核發社
群獎勵金 6,000
元。
二、5 人(含)以上核
發社群獎勵金
8,000 元。

每月 5,000 元。

五、 輔系、雙主修、轉系、學分學程
109 學年度轉系、雙主修、輔系，將於 109 年 3 月 9 日起開放線上申請至 4 月 9 日，學分學程申
請時間為：3 月 9 日至 4 月 30 日止，請各學系師長鼓勵同學依興趣志向踴躍上網選填修讀志願，
為自己的未來種下一顆成功的種子。相關訊息可至教務處網頁\註冊組\轉系、輔系、雙主修專區
或課務組\學分學程專區查看。
轉系、雙主修、輔系甄選網址：http://www.aa.ntnu.edu.tw/4intro/super_pages.php?ID=4intro3
學分學程甄選資訊：http://www.aa.ntnu.edu.tw/6intro/super_pages.php?ID=6intro6
六、 通識教育新、舊制施行
(一)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通識 106 新制，105 學年度前入學舊生仍維持適用 97-105 舊制，
請同學務必留意通識修習規定。相關詳情請見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網站/課程資訊/通識修業
規定。
※通識課程之課程領域劃分是以學生之入學學年度所適用之新、舊制來判別，而非以課程之
開課學年度判斷，因有學生至畢業前才發現有誤判之情形，請特別加強宣導！
例如：課程代碼 05UG001「邏輯思考與應用」通識課程，領域標示為 97-105 入學舊制：
數學與科學思維；106 起入學新制：哲學思維與道德推理、數學與邏輯思維。假設學生於
108 學年度選修，該課程對於 97~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而言為「數學與科學思維」領域
課程(單一領域不可選擇)，對於 106 學年度之後入學之學生而言為「哲學思維與道德推
理」或「數學與邏輯思維」領域之跨領域課程(領域由學生擇一認定)，其領域判定與修習
之學年度無關！
※通識新、舊制重點說明：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適用 106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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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第二外語、生活技能、自主學習之自由選修。
通識至少應修習 18 學分才可畢業，七大領域每一領域至少須修習 2 學分，剩餘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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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修習七大領域或第二外語、生活技能、自主學習課程。
97~105 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97-105 舊制】




通識課程分為核心及非核心(一般通識)課程。核心通識課程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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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學與科學思維」與「科
學與生命」共六大領域，每一領域至少須修習 2 學分。(部分學士班學生得免修對應之
領域，但核心通識仍須修滿 12 學分)
通識至少應修習 18 學分才可畢業，須完成六大核心領域至少修習 12 學分及一般通識
至少修習 2 學分，剩餘 4 學分可任意修習核心領域或一般通識課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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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106 新制之跨領域通識課程由學生自課程所屬領域中擇一認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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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共同國文及國際華語選課
(一)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在學期間必修語文「國文」4 學分，上下學期各 2 學分。學士班外籍生
（除國文系與華語系國華組外）得修國際華語 4 學分抵免國文 4 學分。
(二) 共同「國文」及「國際華語」一律採人工選課，依本校選課期程辦理，國文選課表件送交
至通識教育中心、國際華語選課表件送交至共同教育委員會。如欲申請換班以「國文、國
際華語換班申請表」辦理選課；不慎退選或未獲編班則以「國文、國際華語選課編班申請
表」辦理選課。
(三) 「國際華語」課程亦開放研究所外籍生免費修習。
八、 英語能力檢定考試
(一) 本校英語能力會考：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英語能力會考（Lexile 藍思測驗）將於開學後(108
年 10 月 19 日)舉辦，詳細考試相關資訊將於 9 月初公佈於英語能力會考資訊網站：
http://bit.ly/ntnueng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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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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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校園英語檢定專案: 為鼓勵學生參加多益及托福檢定，特提供校園優惠專案。另，低收入
戶家庭人士及其子女、支領失業給付者及其仍在就學中之子女、報名時年滿 65 歲以上者報
名費全免。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托福、及多益測驗考試時間訂於 108 年 11 月 23 日舉辦，敬
請導師鼓勵學生踴躍報考。
九、 學籍及成績資訊
(一)學籍基本資料確認：
請同學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進入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學籍相關/個人聯絡資訊，確認可
修業總年限、已在學學期數及已休學學期數等修業資訊。
另本校各項證明文書係以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學籍資料為準，為維護個人權益，務請同
學自行登入系統確認。如有需更正請持證明文件至註冊組/研究生教務組/公館校區教務組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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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績資料查詢：
同學可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成績相關項下查詢當學期或歷年成績及
其他有關抵免、赴外學分採計審核結果。
(三)休學申請
自 108 學年度起休學改採線上申請方式辦理，申請路徑：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 /應用系統 /
教務相關系統 / 休學離校申請系統。系統簽核流程以二星期為限，如逾二星期仍未完成簽核
手續，系統將取消該筆休學申請，故請同學自行留意申請進度，建議可主動連繫系所，並瞭
解行政單位未簽核原因。
十、 招生及入學獎學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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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隨到隨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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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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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請鼓勵本校學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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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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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研究生學雜費收費方式調整
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新生改採定額收費(EMBA 班除外)，舊生仍維持舊制收費方式：
【新生】修業前 4 學期每學期於開學前繳納學雜費基數及基本學分費，第 5 學期起僅收取學雜費
基數至其畢業止。
【舊生】每學期於開學前繳納學雜費基數，選課結束後按所修學分數繳納學分費。
十二、

研究生學術研究倫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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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本校「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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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考試申請切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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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學生學籍、選課及成績等相關規定

列於本校「學則」第四編專章中，相關資訊請至教務處網頁點選「教務章則/教務法規」查詢。以
下就註冊及課務等重要事項簡要說明如下：
（一）註冊重要事項
1.修業期限(學則第 84 條)
週末班、夜間班、週末暑期班、EMBA 班: 以學年計，1-4 年，得延長 2 年。
暑期班: 2-4 暑期，得延長 2 暑期。
2.休學期限: (學則第 89 條規定)
週末班、夜間班、週末暑期班、EMBA 班:以學年計，不得超過 2 學年。
暑期班:以暑期計，不得超過 2 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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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以下原因者，得申請延長休學期限:
（1）因重病或特殊事故：至多以 2 學年(暑期)為限(須檢附相關證明)
（2）因服兵役：不計入休學年限內(須檢附退伍令影本)
（3）因懷孕、生產：每次至多以 2 學期(1 暑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須檢附相關證
明) 。
（4）因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每次至多以 6 學期(3 暑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須檢附
相關證明)。
（5）自 108 學年度起休學改採線上申請，申請路徑：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 /應用系統 / 教務
相關系統 / 休學離校申請系統。系統簽核流程以二星期為限，如逾二星期仍未完成簽核
手續，系統將取消該筆休學申請，故請同學自行留意申請進度，建議可主動連繫系所，
並瞭解行政單位未簽核原因。
3.註冊繳費
（1）繳費管道：包括郵局、中信銀臨櫃/ATM 轉帳/信用卡/四大便利超商。
【請參考三、總務業
務說明（三）註冊繳費說明】
（2）收費方式：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改採定額收費(EMBA 班除外)，舊生仍維持舊
制收費方式：
【新生】修業前 4 學期每學期於開學前繳納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第 5 學期起僅收取
學雜費基數至其畢業止。
【舊生】每學期於開學前繳納學雜費基數，選課結束後按所修學分數繳納學分費。
4.學生證
（1）新生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繳費及健康檢查後，持樂活診所核發之體檢繳費收據或健康
中心開立之體檢報告繳交證明單，至系所領取學生證。
（2）悠遊卡學生票優惠效期逾期者，可持學生證至服務窗口申請學生票展期服務。
5.申請學分抵免：相關規定請詳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6.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學生之學業成績（含學位考試成績）均以等第制評量，相關規定請詳本
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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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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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考試申請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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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畢業離校手續：應屆畢業生請至「畢業生服務資訊入口網」，以網路方式辦理離校手續。
9.本處服務時間及網址：
（1）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8：00、週六 10：00-14：00(限週末在職班上課週設有輪
值人員)
寒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若遇「寒/暑休日」則不提供服務。
服務時間如有異動，將公告於教務處首頁，請留意查詢。
（2）教務處網址：http://www.aa.ntnu.edu.tw/main.php
10.個人專用師大電子郵件信箱：本校各項校務訊息(含學生個人之重要通知)，係以本校提供每
位學生專用之師大電子信箱，作為正式聯繫管道，敬請同學留心並隨時查收信件，以免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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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致影響權益。同學於申請【校務行政帳號啟用】後即可享有個人專用師大電子郵件信箱，
亦可利用信件轉寄功能，將來信自動轉寄至個人常用的外部信箱(如 Gmail 或 Yahoo 信箱)。
（二）課務重要事項
1.在職進修學位班選課採二階段網路選課形式，原則上以選修各系所開設課程為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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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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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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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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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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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進修學位班學生修習之課程必須符合各開班計畫規定之科目，如所修課程不在各班開班計畫
規定內，由各系所自行認定之。
8.本學期期中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08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17 日
本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時間：108 年 12 月 23 日至 109 年 1 月 19 日
9.本學期停修課程申請時間：108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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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本校數位課程、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相關規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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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應二十一世紀數位新生世代，並提供教師及學生一個更加全面的教育環
境，相關訊息請至教務處網頁/網路大學籌備處查詢 https://www.co.ntnu.edu.tw/。
(二)線上授課平台：Moodle 2.8 數位學習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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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moodle2.ntnu.edu.tw/。
十五、

108 學年度班別新增、調整及停招訊息

(一)新增：教育學院學士班、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歷史學系
「歷史碩士在職專班」。
(二)調整：光電科技研究所更名為「光電工程研究所」。
(三)停招：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

-----回目錄頁

27

【總務處】
一、 業務說明
（一）教室、會議場地借用管理
1.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共場地借用、收費及管理辦法，相關資訊請至本校總務處網頁下
載，網址：http://www.ga.ntnu.edu.tw/space/
2. 借用場地包括：
（1）校本部 e 化教室、階梯教室及圖書館校區綜 210、202 演藝廳等。
（2）公館校區階梯教室、普通教室、中正堂、國際會議廳等。
（3）林口校區階梯教室、普通教室、電化教室、禮堂等。
3. 承辦單位：校本部事務組 (02)7734-1925、公館校區總務組 (02)7734-6489、林口校區總務組
(02)7714-8609。
（二）停車場使用管理
1.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停車場管理要點。
2. 定期停車申請方式：本校學生完成註冊相關手續後，並未辦理住宿者，請至總務處服務資訊
→停車資訊下載「定期停車申請表及附件」、「定期停車切結書」及「停車劃撥單」→至郵局
劃撥停車費→持填妥之申請表件、郵政劃撥收據、學生證、學雜費繳費收據及相關繳費證明
文件至運動場地下停車場管理室提出申請→管理員審核通過發給停車識別卡。
3. 停車場所：限停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4. 申請時間：每年上學期開學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止，暑假期間不得申請。
5. 收費：
※每月清潔費新臺幣 400 元整，需一次繳清學年度清潔費。
（郵局劃撥手續費 1,000 元以下每
筆 15 元，1,001 元以上每筆 20 元)。
※臨停憑學生證每小時 30 元整，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限停放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隔夜停車:每日停車收費新臺幣 180 元。
6. 退費：休(退)學應主動辦理退費手續，若事後發現中途休(退)學未辦理手續者，將立即中止定
期停車及臨時停車優惠。
7. 停車場開放時間：每日上午 06：00 至晚上 12：00 止。
（三）註冊繳費說明
1. 大學部、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含 EMBA 班）註冊繳費方式，包括：中信銀或郵局臨
櫃、ATM 轉帳、便利超商、信用卡（網路與電話）及銀行到校服務櫃檯（駐點出納組辦公室服
務時間：本校上班日上午 9：30 至 11：30；若有異動，將公告於總務處出納組網頁）
，請同學
於規定期限內繳費；若逾期辦理繳費者，可至中信銀或郵局臨櫃、ATM 轉帳或銀行到校服務
櫃檯繳費。
2. 出納組辦公室（校本部普大樓 1 樓）已設置繳費單及繳費證明等免費列印設備，同學可於本
校上班日之辦公時間列印使用；若對繳費單有疑義或需提供下午 5：30 後服務，請先電洽出
納組承辦人(02)7734-1343 及 7734-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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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管理中心
一、住宿申請與審核：
（一）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 5,860 人申請住宿，目前已配置 3,880 人，並持續進行床位候補作業。
（二）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宿舍開舍時間：108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二、宿舍生活與學習輔導：
（一）108 年 9 月至 12 月各宿舍辦理自辦活動，宣導住宿相關事項及生活關懷。
（二）108 年 9 月辦理「防災疏散演練」及「防災防震教育講座」，透過實地演練及講座的方式，
加強住宿生對於意外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能力，減少傷亡發生。
（三）各舍按月召開宿委會例行會議，會議中宿委會將住宿生相關問題提出討論，協助住宿生解決
住宿上的相關問題。
三、宿舍維護：
（一）各舍每月至公用浴廁進行反針孔檢測 1 次。
（二）每學期初進行宿舍用電安全檢查，並於用電安全檢查時，加強宣導住宿安全注意事項。
（三）學一舍浴廁防空拍機之百葉窗建置完成，以維護住宿生隱私。
（四）宿舍申請、宿舍修繕、宿舍郵務及宿舍巡檢系統，皆已進行系統更新，若有前述相關問題皆
可上系統申報。
（五）男一舍(女一分舍)地下室無障礙升降梯建置完成，以優化無障礙空間之使用。
（六）學七舍 3 樓、4 樓、7 樓寢室整修完畢，以提供優質住宿空間。
四、協助宣導事項：
學一舍地下室練舞區，因緊鄰管理學院臨時辦公室，請練舞同學注意音量，維護辦公區域寧靜。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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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一、學生校內外獎勵補助
類別

申請時程

作業規定

承辦人

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

約每年 3 月申請，正確申請時

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

研究推動組 董怡伶小姐

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

程請依當年度科技部公告及校

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

(分機 1324)

文作業

內公告

文作業要點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國外研究

每年約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1.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

（千里馬專案）

(依科技部及校內公告)

外研究作業要點

研究推動組 陳淑君小姐
(分機 1319)

2.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
外研究應注意事項
科技部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

會議首日所屬月份前 2 個月月

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

研究推動組 陳怡儂小姐

學術會議

底前；如會議首日為 7 月，須

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分機 1323)

於 5 月底前完成線上申請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

約每年 1-3 月申請，正確申請時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

研究推動組陳宛伶小姐

題研究計畫

程請依當年度科技部公告及校

畫作業要點

(分機 1325)

內公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論文

1.學生僅限博士班研究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

研究推動組 陳怡儂小姐

獎助

2.每年 10 月受理申請

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

(分機 132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文論文

1.學生僅限博士候選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文論文

研究推動組 陳怡儂小姐

編修服務補助

2.隨到隨審，並需於單據之會計

編修服務補助要點

(分機 1323)

年度內提出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博士

會議舉行日 5 星期前申請，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班研

研究推動組 陳怡儂小姐

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隨到隨審方式辦理

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分機 1323)

補助辦法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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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學院】
108-1 學期
一、109 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甄選，歡迎有興趣同學關注簡章訊息、踴躍報名：
(一)本校 109 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甄選，預計於 109 年 1 月底公告簡章、2-3 月受理報名、4-5 月辦
理甄選，109 學年度起修習。
(二)甄選採筆試、口試、書面審查等方式，考試科目為：
1、人格（或性向、職涯）測驗。
2、教育測驗。
3、口試。
4、個人自傳及讀書計畫書面審查。
(三)有興趣同學請至師資培育學院網頁，參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
要點」
（一 O 七學年度起適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筆試內容及命題原則（一 O
七學年度起適用）
。
二、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108 年度下半年定於 11 月 2 日及 11 月 9 日辦理 4 場師資生教學實務
能力檢測項目，包含教學單元 PPT 設計、班級經營個案設計、教具製作及教學演示。
三、「新師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9 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國際史懷哲聯合成果發表會」訂
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於本校進修推廣學院大樓 1 樓演講堂辦理，歡迎本校師長參與，
並請協助宣傳。
四、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人數為 437 人，撤銷及中止人數為 26 人。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習
學生參與教育實習返校座談日期定於 108 年 9 月 27 日、10 月 25 日、11 月 22 日及 12 月 20 日辦
理。
五、國際師培(IBEC)業務：完成開課領域數：107 年通過「國際教育」與「華語文教育」領域認證；
108 年通過「國際數學教育」與「國際物理教育」認證。為亞洲第一所四領域認證之師資培育大
學。
六、預計於 11 月份辦理國際史懷哲計畫海外國際學校見習甄選，本次甄選 4 名學分學程生至泰國曼
谷 CIS 國際學校進行 14 天教育見習。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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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
一、報到及說明會資訊
日期

項目

承辦人

備註

9月2日- 3日

外國學生新生說明會暨
報到

胡淞筌 02-77341275
牟毅庭 02-77343076

外國學生

9月2-3日

僑生新生輔導說明會

施如樺 02-77341278

僑生（含港澳生）

9月3日-4日

陸生新生報到及說明會

嚴偉蓮 02-77341283

陸生

9月2日-4日

本校交換生及訪問生報
到

林禹致 02-77341269
許慈芳 02-77341273

交換生、訪問生

9月6日

本校交換生及訪問生說

林禹致 02-77341269

交換生、訪問生

明會

許慈芳 02-77341273

9月17日或18日

國際交換家族交流餐會

許慈芳 02-77341273

交換生、訪問生、
赴外交換生

9月底預計辦理
9場

校級交換生甄選及相關
活動講座

陳怡君 02-77341263

全校學生

預計10月底

返國交換生分享會

陳怡君 02-77341263

全校學生

二、僑生(詳國際處網站)、港澳生(承辦人：施如樺 02-77341278 e51014@ntnu.edu.tw)
(一) 保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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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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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週三前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
請。理賠申請書請至國際事務處網頁下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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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全民健康保險：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在台居住滿 6 個月之強制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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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申請方式：備申請表、2 吋照片 1 張、有效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透過本處向健保署
申請。
3.團體保險：無法加保全民健康保險者由學校協助加保團體保險。保費金額：每學期新臺
幣 3,000 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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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週三前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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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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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港澳地區學生居留證延期或過期申請程序
港、澳生因臺灣居留證（卡）申請延期或過期，請先至國際事務處開立學校證明後，備妥
相關資料後再到移民署辦理延期及過期重辦事宜。僑生請逕自移民署辦理延期即可。
(三)僑生課業輔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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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請至國際事務處網頁查詢。
三、外籍生(承辦人：大學部：牟毅庭 02-77343076 esterm@ntnu.edu.tw/；研究所：胡淞筌 02-77341275
edison355009@ntnu.edu.tw)
(一)外籍生如已更新個人資訊（如住址、電話或 e-mail）務必至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資料庫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mb/修正學生基本資料。(僑陸生同)
(二)休學請至此網站填寫問卷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O/再至國際事務處核章。本問卷
目的是為了瞭解學生在師大學習的動機和期望。因此學生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作為本處提
升校內服務品質之重要參考指標，學生的回答和資料將受嚴格保密。(僑陸生同)
(三)保險
1. 外籍學生團體健康保險:(建議未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資格之外籍生投保)保費金額：每學期
新臺幣 3,000 元。理賠方式及項目：同僑陸生。
2. 全民健康保險:外國學生如在校加保，應將應繳納之保險費列入學校每學期學雜費之繳款
單內，並於註冊時一併繳納。第一學期繳納 9 月至次年 2 月之保險費，第二學期繳納 3 月
至 8 月之保險費。健保費金額：每人每月新臺幣 749 元整，每學期共計新臺幣 4,494 元。
3. 申請方式：備申請表、2 吋照片 1 張、有效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透過本處向健保署申請。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在臺居留
滿六個月，應參加本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
「本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在臺居留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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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華語輔導(僑生同)
1. 透過本處華語輔導系統進行線上預約，採一對一輔導方式，師資為本處國際青年服務隊中
文輔導股。(申請網站：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CR/)
2. 與本校華語系合作，每學期開學前透過 email 通知進行申請，預計 8 月 26 日開放申請，
9 月 11 日截止。採一對一輔導，師資為華語系碩士班本地生，名額有限。
四、陸生(承辦人：嚴偉蓮 02-77341283 lynnyim@ntnu.edu.tw)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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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休學
1. 請學生完成教務處休學申請表或線上休學申請。
2. 至各處室蓋章後送回註冊組（學士班）/研教組（碩博班）。
3. 休學請至下述網站填寫問卷(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O/)，再至國際事
務處核章。本問卷目的是為了瞭解學生在師大學習的動機和期望，因此學生所提供的寶
貴意見，將作為我們提升校內服務品質之重要參考指標，學生的回答和資料將受嚴格保
密。
4. 持以下文件至移民署台北市服務站，將多次入臺許可證換單次入臺許可證。
(1)陸生入出境申請書(含照片 1 張)
(2)休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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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託書(非委託案免附)
(4)繳回原多(逐)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
(5)新臺幣 300 元
(三)復學
1. 恢復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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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學期開始前(每年 8 月或 2 月)，填具學生特殊原因報告申請書，申請復學。
2. 同學請先行聯繫住宿管理中心處理申請宿舍事宜。
3. 另將以下文件交至國際處，協助辦理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1)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申請書（需備照片 1 張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委託書
(3)保證書
(4)新學期在學證明
(5)新臺幣 600 元
(四)保險理賠方式及項目：同外籍學生團體健康保險之理賠。
五、本地生(承辦人：赴外交換生：陳怡君 02-77341263 serena102@ntnu.edu.tw 及林姿甫 0277341281 arieltflin@ntnu.edu.tw；赴外獎補助部份：傅中慧 02-77341267
josyane941121@ntnu.edu.tw 及蔡佳蒨 02-77341270 malibu@ntnu.edu.tw)
(一)本校學位生之短期赴外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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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5 月及 11 月學生可向本處提出申請，並於提出申請期的下一學年度赴海外進修。
(二)針對一般在學學生之主要赴外研修獎補助:
1.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赴外國家不含大陸及港、澳地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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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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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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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針對經濟弱勢在學學生之赴外研修獎補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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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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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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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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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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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讀書會(https://subjectguide.lib.ntnu.edu.tw/readinggroup)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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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9 月 9 日至 22 日止，敬請導師轉知同學踴躍參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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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9 月 9 日至 20 日止，並將於期初辦理說明會與工作坊
培訓及期末自主讀書會成果展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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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請提醒同學於校外使用電子資源需遵守以下規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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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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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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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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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圖書館服務
(一)閱覽暨學科推廣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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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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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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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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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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館際合作(圖書互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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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國北教大、淡
江、北市教大及臺科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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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借書一卡通服務：圖書館與多所大學圖書館合作實施借書一卡通服務，包含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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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讀者憑所
屬館核發之借書證，即可到對方圖書館借書。本服務採申請制，請至本館網站登入 My library
讀者專區，申請一卡通借書服務。需事先申請，各館不受理臨櫃建檔，臨時需求請使用館合
證至他館借書。若於本館圖書館有欠書欠款情形，將無法在三校聯盟圖書館借書。
4. 館際合作暨文獻傳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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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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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臺大、政大等 3 校推展圖書巡迴車服務，即時遞送讀者申請之資料，提高文
獻供應之時效。另有館合優惠服務，分別與各師範校院圖書館、姐妹館交大圖書館合作，提
供快速且低價之服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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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視聽多媒體服務：
(1)資料類型：DVD、VCD、CD、錄影帶以及隨選視訊系統等媒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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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學科服務、參考諮詢及資源利用推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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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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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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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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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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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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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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數位資訊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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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本校圖書館電子
期刊、電子書及各種資料庫。
2. 機構典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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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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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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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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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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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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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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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書到館、預約催還及圖書逾期、跨校借書、館際合作證等。
(四)校史特藏、故居風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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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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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已建檔 3,739 冊，共計完成 270,053
葉，實屬重要的漢學研究資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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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theLianghouse/index.jsp）
(五)出版加值、經典永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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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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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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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開館時間：
1. 學期中：
單位
總館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08：00-22：00

09：20-17：00

普通閱覽室 18:00-隔日上午 7:00
禮品區 09：00-17：30

不開放

文薈廳 08：00-20：00

不開放

公館分館

08：00-22：00

09：2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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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分館

0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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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寒/暑假期間：
單位
週一至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08：00-21：00

08：00-21：00

09：20-17：00

09：20-17：00

普通閱覽室 18：00-22：00

18：00-22：00

不開放

不開放

禮品區 09：00-17：30

09：00-17：30
(寒暑休另定)

不開放

不開放

文薈廳 10：00-18：00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總館

公館分館

08：00-21：00

09：20-17：00

09：20-17：00

不開放

林口分館

08：00-17：00

09：20-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各系圖開放時間、位置請見圖書館網頁公告。
(七)意見與交流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透過下列管道反應。
總館：libread@deps.ntnu.edu.tw
7734-5235、7734-5236
公館分館：chuann88@ntnu.edu.tw
7734-6889
林口分館：liblinko@deps.ntnu.edu.tw
7714-8452
24 小時無休的線上圖書館：http：//www.lib.ntnu.edu.tw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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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
一、 電子郵件服務
(一) 本校配發學生所用之電子郵件信箱為教學及公務之正式聯絡管道，請學生務必經常收信避
免漏失重要資訊，建議可設定轉信功能，將信件轉至常用信箱，設定方式可參考：
https://webmail.ntnu.edu.tw/v2/doc/fwdmail.pdf。
(二) 為防範詐騙郵件，若收到可疑郵件，請務必小心求證。資訊中心不會以電子郵件方式要求郵
件用戶提供帳號及密碼等資料，收到類似郵件，請勿直接回應或點選郵件上的連結。何謂
釣魚郵件及如何辨別請參考：
https://www.itc.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8/09/UP03_fishing_mail.pdf。
如有疑問，可直接至資訊中心網站或網路信箱查詢，亦可直接電洽本中心諮詢服務櫃台確
認，諮詢電話： (02)7734-3737。
(三) 電子郵件之帳號密碼已與校務資訊系統同步整合，攸關個人權益及隱私，請妥善保護，勿隨
意洩漏給他人。若不慎將帳號密碼外流，可速至本中心網路信箱網站變更密碼。網址為
https:/webmail.ntnu.edu.tw/v2/chpw.php。
二、 校園通用授權軟體
(一) 校園通用授權軟體下載服務，內容包括：
微軟作業系統升級版、Office(Win/Mac)、趨勢防毒軟體及其他工具軟體。學生畢業後可持續
使用畢業年度之微軟授權版軟體。
(二) 統計與資料分析軟體下載服務及軟體雲服務，有 SAS 9.4 單機版、SPSS 23.0 網路版，以及
MATLAB 全版本。
(三) 雲端服務提供雲端虛擬桌面，個人使用端只需安裝終端應用軟體(VMware Horizon View)即
可使用校園軟體雲，方便教職員生透過軟體雲執行複雜的應用程式(如 SPSS、SAS 統計軟
體)及作業系統。網址: https://www.itc.ntnu.edu.tw/index.php/cloud_virtual_desktop/。
(四) 本校師生均可使用 G Suite for NTNU 服務，該服務由 Google 提供，內容包含：校務帳號
@gapps.ntnu.edu.tw 的 Gmail 帳號、無容量限制的 Google 雲端硬碟、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Calendar 等 ， 且 教 師 退 休 或 學 生 畢 業 後 仍 可 繼 續 使 用 。 說 明 及 啟 用 網 址 ：
https://www.itc.ntnu.edu.tw/index.php/gsuite/。
三、 電腦教室環境
(一) 電腦教室數量：
※校本部：四間、一間 MAC 教室及一間自由上機教室。
※公館：三間及一間自由上機教室。
※林口：三間。
(二) 使用規範：電腦教室常發生有同學拔除電腦電源線、網路線及滑鼠等配備，私接個人攜帶
之設備情事發生，而造成下一堂上課師生的極大困擾。電腦教室使用規範明定不得擅自拔
除電源線、網路線及滑鼠等設備。考量老師們上課的需求，若老師擔任的課程允許同學攜
帶個人機器，煩請老師先以 Email 通知資訊中心教學服務組李宜修先生(#5545)，以利針對
班級需求，於課前先進行增加電源插座作業，以供同學使用。餘請閱資訊中心網站/借用服
務/電腦教室借用及使用規範。
四、 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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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園使用無線網路時，建議使用安全性高的國際校園漫遊認證機制（eduroam）
，好處是只需
在個人的行動裝置上設定一次，之後至全球提供 eduroam 無線網點之機構均可自動連線上網，
不需重新輸入帳密。設定流程如下說明：
1. 先至校務行政資訊入口網->資訊服務->【eduroam 無線網路漫遊密碼申請】設定一組無線上
網專用的無線漫遊密碼。
2. 於行動裝置之無線網路連線設定中選擇/搜尋：eduroam，並進行連線。
3. 在認證畫面輸入 帳號(學號)@eduroam.ntnu.edu.tw，以及「無線漫遊密碼」。
4. 輸入完成確認後即可連線使用。若使用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的筆電上網，請參照上述申
請頁面上「Windows 平台」的設定步驟進行設定。
五、 數位學習平台
教師可申請學校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放置課程教材及作為教學輔助。學生請以學校的師大單
一簽入帳號（同 email 帳號）登入，即可成為課程參與者。數位學習平台網址：
http://moodle.ntnu.edu.tw，操作手冊、常見問題解答(FAQ)及服務內容，請參閱網站上資料。
六、 校務行政資訊入口網
校務行政資訊入口網分為電腦版與 APP 版，提供各類校務行政整合性之應用服務，如：課程
與成績查詢、開課選課、課程意見調查與結果、宿舍或學雜費減免申請、獎學金公告、在學證
明、學生請假、校安通報…等，教師與學生請以師大單一簽入帳號（同 email 帳號）登入，即
能享受資訊化所帶來的便利性。
電腦版校務行政入口網相關說明請見：
https://www.itc.ntnu.edu.tw/index.php/portal/
校務行政入口 APP 之下載與說明請見：
https://www.itc.ntnu.edu.tw/index.php/iportal_app/
七、 資訊安全
為加強個人電腦安全防護，避免中毒或駭客入侵，請參考「正確安全地使用校園網路」簡
報，檔案下載請至資訊中心官網->服務項目->宣導專區->資訊安全推廣網頁。
八、 服務窗口
(一) 問題服務信箱：helpdesk@ntnu.edu.tw。
(二) 諮詢服務專線：02-77343737。
(三) 各校區諮詢服務專線：
1. 本部：02-7734-3737
負責人：李宜修先生
2. 公館：02-7734-6900
負責人：林敏文先生
3. 林口：02-7714-8629
負責人：陳明芳先生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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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場館開放管理實施要點
第 98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106.11.7)
一 、 開放時間：學期中開放時間如下，寒、暑假開放時間另訂之。
（一）校本部
1. 綜合球場、韻律房、體操房、桌球室、武術房：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綜合球場至 22:30)
除教學、校隊訓練及本校教職員工辦證專屬時段外，開放校內申請借用、校外單位付費申
請借用。
2. 重量訓練室：週一至週五 12:10~13:20、17:30~22:00，教學時段(8:00~17:30)未上課使用
時，得視現場情況開放使用。本校教職員工生憑服務證或學生證免費使用，惟各語言教學
中心等短期進修學員，需付費辦理會員證方可入內使用。
3. 田徑場、室外籃球場、室外網球場、室外排球場:週一至週五 08:00~21:00，除教學、校隊
訓練及本校教職員工辦證專屬時段外，開放校內申請借用、校外單位付費申請借用。
4. 例假日及寒暑假期間，室內、外場館全天開放校內及校外單位付費申請借用。
（二）公館校區
1. 綜合球場、硬地網球場、室外籃球場及排球場：週一至週五除教學及校隊訓練專屬時段外，
開放校內師生申請借用。
2. 重量訓練室：週一至週五 12:10 至 14:00、17:30~22:00，教學時段(8:00~17:30)未上課使
用時，得視現場情況開放使用。本校教職員工生憑服務證或學生證免費使用，惟各語言教
學中心等短期進修學員，需付費辦理會員證方可入內使用。
3. 田徑場、壘球場、室內多功能運動場：週一至週五提供本校體育教學及運動代表隊訓練，
校內單位如需借用，另專案申請。
4. 例假日及寒暑假期間，室內、外場館全天開放校內及校外單位付費申請借用。
（三）林口校區
1. 綜合球場、韻律室：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除教學時段外，開放校內及校外單位申請借
用。
2. 重量訓練室：週一至週五 12:10 至 14:00 開放校內師生憑服務證或學生證免費使用。
3. 田徑場、室外籃(排)球場、室外網球場: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除教學時段外，開放校內及校外單位申請借用。
4. 例假日及寒暑假期間，室內、外場館全天開放校內及校外單位付費申請借用。
二、場地預約制度：
(一) 採一個月前預約為原則。
(二) 預約方式：上班時間逕洽體育室承辦人。
預約電話：
校 本 部：（02）7734-3177，傳真：2363-7420。
公館校區：（02）7734-6853，傳真：2931-2951。
林口校區：（02）7714-8466，傳真：2603-5685。
三、場地借用手續：
(一) 申請流程：請事先填寫申請單至本校體育室，經核定並完成繳納場租、加班費、清潔費等手續，
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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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借用終止：借用單位完成借用程序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未使用場地時，其所繳費用，概
不退還。又，借方於使用期間，未經協議，逕將場地移作他用或未遵守場地使用規範，本校得
立即終止其使用權，並不予退還已繳之場地費。另，造成租用場地損壞，借方應負照價賠償責
任。
四、運動場館使用須知：
（一）除上課外，校內師生進入體育館使用，請隨身攜帶服務證或學生證，以便查驗，校外人士未經
本校核准禁止入內。
（二）運動場館以體育教學，校代表隊訓練為優先，如遇本校重大活動或辦理校內課程時，則暫停開
放，且場地僅限從事個人運動，不得以團體形式私自佔用場地使用，並嚴禁非本室同意之商業
教學活動，違者報駐警隊驅離處理。
（三）例假日、寒暑假及非上班時間，校內單位如需借用場地舉辦活動或演練者，除本校教學、課程、
校代表隊與本室專案核准之活動外，其餘應支付場地租借費、加班費、清潔費；另視實際需要
得另收場租費用20%之保證金，活動結束後，經本室值班人員查核符合規定後無息退還。
（四）配合政府法令，校區內全面禁止吸菸、燃放炮竹煙火、攜帶動物（導盲犬除外）；運動場館全
面禁止攜帶食物（飲用水除外）、嚴禁嚼食檳榔及口香糖。
（五）體育館各場地「專鞋專用」規定如下：
1.韻律房：一律換穿乾淨專用鞋，或脫鞋入內。
2.體操房：一律換穿乾淨體操專用鞋或脫鞋入內。
3.武術房：一律脫鞋入內。
4.綜合球場、桌球室、重量訓練室：一律穿著乾淨鞋底之專用運動鞋，方可入內。
（六）使用綜合球場舉辦非運動性之活動或表演時，須另鋪保護墊後方得使
用。
（七）除體育教學、本校代表隊訓練或經專案核准外，不得於運動場域從事下列危險行為：打擊棒壘
球、投擲標槍、鐵餅、鉛球、鏈球、飛盤、放風箏、操控遙控機具、滑板、直排輪、騎乘腳踏
車輛…等。
（七）基於安全考量，使用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須穿著全套運動服裝及乾淨鞋底之運動鞋（請勿穿
著休閒鞋、登山鞋、涼鞋、高跟鞋、拖鞋…等)，重量訓練室須另攜帶毛巾，方可入場。
（八）為維護用電安全，針對加裝電器或音響設備，借方應自備發電機。
五、收費標準：
（一）校本部
校外收費
場 地

容納人數

一時段
(4 小時)

校內收費（一小時）

一小時

場地維護費

空調費

綜合球場

2,000

60,000元

15,750元

500元

900元

桌球室

80

10,000元

2,650元

375元

800元

體操館

50

10,000元

2,650元

500元

875元

大韻律房

50

7,000元

1,840元

300元

750元

小韻律房

20

6,000元

1,580元

250元

650元

武術房

60

7,000元

1,840元

300元

750元

重量訓練室

50

7,000 元

375元

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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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證一個月 500
元;三個月 1,200

田徑場
(含半圓 PU
區、司令台、
室外排球場)

2,000

25,000元

6,500元

625元

500元(燈光費)

田徑場兩側半
圓 PU 區

100

4,800元

1,300元

250元

500元(燈光費)

司令台

100

2,000元

700元

250元

500元(燈光費)

室外籃球場

80

3,200元

1,250元

250元

500元(燈光費)

室外網球場

60

3,200元

1,250元

250元

500元(燈光費)

室外排球場

60

3,200元

1,250元

/

500元(燈光費)

會議室

30

3,000元

/

/

（二）公館校區
校外收費
場 地

容納人數

一時段

校內收費

一小時

(4 小時)

一時段
(4 小時)

一小時

綜合球場(含燈光)

400

10,000元

2,500元

1,500元

375元

田徑場

5,000

25,000元

6,250元

2,500元

625元

田徑場兩側半圓
PU 區

500

5,000元

1,250元

1,000元

250元

田徑場紅土草皮

1,000

5,000元

1,250元

1,000元

250元

司令台廣場

250

2,500元

625元

500元

125元

室外籃球場

100

3,500元

875元

500元

125元

室外排球場

100

3,500元

875元

500元

125元

室外網球場(2面)

100

5,000元

1,250元

2,500元

625元

1.綜合球場(含燈光費)，其他場地燈光費比照校本部收費。
2.室外網球場需同時借用二面球場。
3.室外網球場日、夜登記應於一週前辦理。
4.室外網球場長時間借用約期三個月以上9折優惠，六個月以上

備註

8.5折優待，一年以上8折優待（需一次繳清約期費用）。
5.本校師生或校外人士若於本球場進行對外教學行為，需依團體借
用收費標準繳交場地費，如未借用，經主管單位發現後，場地費
加倍計算。

（三）林口校區
校外收費

場 地

容納人數

一時段
（四小時）

綜合球場(含燈光)

1200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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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收費（一小時）
一小時

場地維護費

燈光費

1,500元

375元

500元

大韻律室

50

1,800元

500元

300元

50元

小韻律室

20

720元

200元

100元

50元

體育館 B1

1,000

1,800元

500元

200元

100元

田徑場(含中央草
皮)

2,000

3,600元

1,000元

500元

200元

室外籃(排)球場

100

3,600元

1,000元

300元

200元

室外網球場(3面)

100

4,320元

1,200元

450元

300元

（四）場地租借費用以最低每小時各場地規定之單價計算。不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費用計算場租費。
清潔費：場地清潔採外包制，費用另計。
（五）加班費：依據場地借用時間計算，每人一小時 150 元。校外單位借用例假日，每人一小時 300
元，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六、折扣優惠
（一）校本部
1.校內單位及學生社團主辦活動，經專案核准後方可給予優惠。
2.借用單位須經本校書面同意後並於活動前繳清場地保證金，始有上述之優惠。使用單位若將
場地轉租其它單位，或使用天數未達契約支借用天數，即應以原金額收費，且場地保證金全
數沒收。
3.校內單位、社團主辦重要活動需與校外單位合辦，或需校外單位協辦時，需按校外單位借用
標準收費，若經列為本校重要慶祝活動項目之一者，酌依校外單位收費標準給予折扣優惠。
（二）公館校區
1.校內單位及學生社團主辦活動，經專案核准後方可給予優惠。
2.場地借用為辦理全國性盃賽，主辦活動為校內單位者，按校外單位場地費五折優待。
（三）林口校區
1.校內單位及學生社團主辦活動，經專案核准後方可給予優惠。
2.場地借用為辦理全國性盃賽，主辦活動為校內單位者，按校外單位場地費五折優待。
七、本校如因特殊需要無法於約定之日期借出場地時，得事先與借用單位重新協議，並做適當之調整
或取消。如因本校另有他用而無法如預期或改期使用時，本校無息全額退費。借方不得再要求本
校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

45

游泳館管理開放實施要點
一、 開放原則：在不影響體育教學、校隊組訓與學校活動原則下，得規劃區域對外開放。
二、 開放時間
（一） 校本部
1. 本校教職員工生：憑教職員工證、退休教職員工證及學生證入場使用。
(1) 學期中免費開放時段(若有臨時情形變動則另依體育室公告實施)
時段

/

身分

學生

教職員工

週二、週五

週一、週四

晨泳

05:40~07:40

午泳

12:00~14:00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8:00~20:00

週一、週三、週五

退休教職員工
週一至週五

(2) 寒、暑假期間：於寒、暑假前一週另行公告。
(3) 國定假日，本館休館。
2. 自泳會員開放時段：
憑本校游泳證，依下列開放時間入場使用。（自泳會員每日限入場游泳乙次）
(1) 學 期 中 開 放 時 段
時段

星期一 ～ 星期五

晨泳

05:40~08:40

05:40~08:40

05:40~08:40

(本校教學時段)

09:00~12:00

09:00~12:00

12:00~14:00

12:00~14:00

12:00~14:00

(本校教學時段)

14:00~17:00

14:00~17:00(關門)

18:00~22:00(關門)

18:00~22:00(關門)

上午場
午泳
下午場
晚泳

星期六

星期日

休館

(2) 寒、暑假期間開放時段（依每年度公告之開放日期）
時段

星期一 ～ 星期五

晨泳

05:40~08:40

05:40~08:40

05:40~08:40

上午場

09:00~12:00

09:00~12:00

09:00~12:00

午泳

12:00~14:00

12:00~14:00

12:00~14:00

下午場

14:00~17:00

14:00~17:00

14:00~17:00(關門)

18:00~22:00(關門)

18:00~22:00(關門)

休館

晚泳

星期六

星期日

(3) 國定假日，本館休館。
（二） 林口校區
1. 五至十月：
(1) 星期二至星期日 早上 06：00-08：00 下午 15：00-21：00
(2) 國定假日休息(不開放)、星期一休館(池)
2. 十一至四月：
(1) 星期二至星期日早上 06：00-08：00
(2) 國定假日休息(不開放)、星期一休館(池)
三、 報名手續
（一） 校本部
1. 招收對象以具有游泳能力者為原則。須立切結書，遵守游泳館使用規範之規定並自行負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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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2. 辦證所需攜帶證件：
(1)校外人士：身分證明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
(2)校內人士：
a.學生：學生證影本。
b.教職員工及眷屬：服務證、身份證影本。
c.校友：畢業證書影本。
3. 繳費方式為游泳館臨櫃現金繳費，繳費手續完成後，請於游泳館辦理游泳證。
4. 辦證時間及地點：
(1)時間：於游泳館開放時間內皆可辦證。
(2)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游泳館。
(3)洽詢電話：（02）77343262～3。
5. 證件請妥為保管，若遺失補發、損毀換新證件，則需繳交手續費 200 元。
（二） 林口校區
1. 招收對象以具有游泳能力者為原則。須立切結書，遵守游泳館使用規範之規定並自行負責安
全。
2. 辦證所需攜帶證件：
(1)校外人士：身分證明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照片兩張。
(2)校內人士：
a.學生：學生證影本、照片兩張。
b.教職員工及眷屬：服務證、身份證影本、照片兩張。
c.校友：畢業證書影本、照片兩張。
3. 繳費方式以線上金流方式繳費，繳費手續完成後，請持繳費證明聯於 3 日內洽林口校區體育
組或泳池櫃檯辦理游泳證。
4. 報名網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網站
http://www.phr.ntnu.edu.tw/main.php，點選游泳館後再點選林口校區游泳池，進入公版報名暨
線上金流繳費系統完成報名及繳費，如有疑問洽詢電話：（02）7714-8466 或 7714-8458。
5. 辦證時間及地點：
(1)時間：於游泳池開放時間內皆可辦證。
(2)地點：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2 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游泳池。
(3)洽詢電話：（02）7714-8466 或 7714-8458
6. 證件請妥為保管，若遺失補發、損毀換新證件，則需繳交手續費 200 元。
四、 收費標準
（一） 校本部
自泳收費標準一覽表
項
次
1

申辦身分

期限

年度費用

本校學生(含研究生)

二學期
一學期

1,200 元
600 元

1.辦證時，請自動出示相關證明。

二學期
一學期

2,400 元
1,200 元

3.國語中心及法語中心進修學員，每次最多限辦

本校教職員工

2

(含退休及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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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本館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進修學員

3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3,300 元
2,300 元
1,300 元

一年
半年
三個月
一個月
一年
半年
三個月
一個月
一年
(優惠一個月)
半年
三個月
一個月

6,200 元
3,200 元
1,700 元
700 元
11,000 元
6,500 元
3,500 元
1,300 元
20,000 元

（本校各進修機構所舉
辦之進修班或研習班）
本校教職員工直系親屬

4

5

與配偶(含師大附中)

本校校友

6

校外人士

7

30 次回數卡證

4,500 元

8

5 次回數卡證

1,000 元

三個月。
4.進修學員之優待，限進修期間。
5.左列費用內含營業稅。
6.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學期卡為福利卡性質，
不可退費、延期，停館亦不補償；若有違規情
事，本館有拒絕辦理福利卡之權力。
一學期：上學期：8/1~1/31 下學期：2/1~7/31
二學期：8/1~7/31
7.國定假日休館，不另補算計天數。

12,000 元
6,500 元
2,500 元

1.現場繳費。
2.身心障礙人士優惠：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及其陪同者 1 名，全時段
單次使用免費。
3.兒童優惠：
(1)未滿 6 歳兒童憑身份證明文件，全時段單次
使用免費；惟 1 名兒童需 1 名成人陪同，陪
同者享 5 折優惠。

9

單次使用

250 元

(2)6 歲以上未滿 12 歳兒童憑身份證明文件，全
時段單次使用享 5 折優惠。
4.老人優惠：
65 歳以上之長者憑身份證明文件，於本館之
公益時段（平日 9:00~11:00；14:00~16:00)
使用，單次使用享 5 折優惠。(平日定義為例
假日、國定假日及本校寒暑假以外時段)
5.入場使用需配合本館池體開放時間，部分時段
(7:40~8:40；9:00~12:00;14:00~17:00)僅開
放大池，敬請注意。

（二） 林口校區
自泳收費標準一覽表
項
申辦身分

期限

費用金額

備

註

次
本校教職員工(配偶、直系親
屬)、退休人員及兼任教師本

1

人、約聘僱(含臨時)人員、全

1.會費包括:水電費、水質處理費、設施保養及清
一年

潔維護費、管理費等。

500 元

2.本館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日制工讀生均屬之。

3.團體會員 30 人以上一年期會費享九折優惠。

2

本校學生(含研究生)。

一年

300 元

3

本校校友

一年

2800 元

4.凡屬社教、公益或特殊性之活動，經本校核准
後以五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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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半年

1500 元

三個月

800 元

者，以本池檔案資料為核發新證之依據，申請

外校學生(係指國小至博士

一年

4000 元

補發證件時，需繳交一寸半身正面照片一張及

班之常規體制教育，不含進

半年

2500 元

手續費貳佰元。

三個月

1500 元

一年

6000 元

半年

3500 元

三個月

2000 元

修班、學分班)

5

6

7

校外人士

30 次(張)票券。

單次使用

5.會員證使用期限逾期無效，遺失補發會員證

6.會員證不得擅自轉借或要求保留使用期限、延
期、寄存託管等情事，如有偽造、冒用證件者，
取消入池權利，並收回證件。

1500 元

1.現場繳費。
2.身心障礙人士優惠：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及其陪同者 1 名，全時段
單次使用免費。
3.兒童優惠：
(1)未滿 6 歳兒童憑身份證明文件，全時段單次
使用免費；惟 1 名兒童需 1 名成人陪同，陪
同者享 5 折優惠。
(2)6 歲以上未滿 12 歳兒童憑身份證明文件，全
時段單次使用享 5 折優惠。
4.老人優惠：
65 歲以上之長者憑身分證明文件，全時段單
次使用享 5 折優惠。

100 元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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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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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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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區緊急通話設定地點：本部文學院中庭、公館動物房旁、公館數學館旁、公館人工濕地、林
口游泳館、林口烤肉區、林口教學大樓(樂群樓)、無性別廁所及各校區電梯均設緊急通話，並與
各校區警衛室連線，本部及圖書館校區連線至校園安全監控室。
五、各校區緊急事件可撥打校內分機 1110 或 1119、學生 24 小時緊急專線電話(本部專責導師室 3123、
公館 6528、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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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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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環境安全衛生中
心，簽核後將書面資料送至校園安全監控室辦理門禁設定。
Q3：刷卡狀態顯示未登錄？
A3：1、卡片資料未送監控室登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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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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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機 3164、圖書館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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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物或失竊處理？
A5：1、遺失物上班時間可先電話詢問事務組校內分機 1924、24 小時全年無休(本部專責導師室
3123、公館 6528、林口 8294)及各校區值班駐警(本部 3164、圖書館校區 5654、公館校區
6914、林口校區 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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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園安全監控室調閱影像(24 小時全年無休)。
Q6：洽公汽車是否可進入校區停放？
A6：校本部及圖書館校區可停放於本校地下汽車收費停車場；公館及林口校區洽公，由各單位提
出申請，核准後配合辦理。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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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一、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 http://140.122.64.4/index.php
二、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http://140.122.64.4/law_01.php?news_type=1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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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校園性別事件申請調查表: http://140.122.64.4/proces_01.php?news_type=2
五、申訴管道
學務處申訴電話：(02)7734-1051
申訴信箱：nanaliu@ntnu.edu.tw
人事室申訴電話：(02)7734-1291
申訴信箱：minjen@ntnu.edu.tw

劉麗娜秘書

黃敏甄行政專員

秘書室申訴電話：(02)7734-1203 朱萱立行政秘書
申訴信箱：slchu0131@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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