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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中遇見愛的力量】何妨親自走一遭    龔瑞璋 校長 
服務學習是學習的一環，同時又可作為其他學習領域的檢驗、體悟、深化與統合的重要

工具。從單純、系統的書本知識吸取，到班級及社團的活動，人際自治的學習，以及相對熟
悉的家庭、學校情境的面對，走向較為陌生且複雜的真實社會。 

服務學習的重要意義是「切身體驗」，親自走一遭可以讓學習獲得印證，或者強化，或者
修正，又或者是另一種體悟。這樣的學習，不再是單向的吸納成長，而是兼具吸納與回饋的
雙向互動流轉。 

學生時期能及早體認社會，可以讓知識的學習，生活的體驗，更深，更廣，更切。服務學
習讓同學從一個社會資源的享用者，變成同時也是資源的挹注者，這正是學習的最終目的─
─服務人群。 

成果展現，當有一份欣喜，一份實在感；值得慶賀，也感謝各位的付出；至於還沒進場
的同學，何妨也親自走一遭。 
 

************************************************************************************************ 

【服務學習中涵養積善利他正向品格】      林烈利 學務長 
教育部為落實推動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於 96 年 5月 9日訂頒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並

於 96年 10月底編輯完成大專校院服務學習課程與活動參考手冊，函送大專校院提供學校開
設服務學習正式課程參考，鼓勵各校透過有系統的設計、規劃、督導、省思及評量，達成設
定的學習目標。 99年 10月 29日修訂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鼓勵各大專院校成立服務學習
推動單位，規劃服務學習課程，並將原有學生的社團活動及志願服務活動結合相關訓練課程，
或將原有課程結合社會服務活動或實習服務活動，積極推展並落實服務學習。本校有鑑於此，
由學務處先行規劃並廣邀各系(通識中心)相關課程及有意開設之教師共同加入，於 97學年度
起展開了學習課程的推展。深信在全校同仁的努力下，本校此項課程必能深耕而獲得實質的
成效。 

服務學習課程與勞作教育課程不同，它是「做中學」的課程設計，動機是以「利他」為
主，學生須進行直接的社區服務課程，就是透過「服務」而獲得「學習」的效果。可以肯定
自我的價值，拓展人生經驗，主要有四項特色，即： 

一、融合服務於學習之中。 
二、符合社區真正的需要。 
三、提供有系統反思機會。 
四、提升學生公民責任感。 

    本校一向有優良的傳統，特別注重品德教育，透過積善利他的服務學習課程，提供學生
『反思』及學習機會，讓學生認知服務學習之內涵，藉此展現服務學習成果；透過『慶賀』
表揚績優服務社團及教師，激勵服務熱忱，逐漸連續發展更高投入的社區服務課程。 

    在全世界道德意識逐漸低落下，期待服務學習課程能觸發青年學子的愛人愛物及奉獻自
我的觀念，珍惜生命，感激生存，感恩生活，運用自己的資源，為社會、世界、人類作奉獻，
這就是服務學習課程的基本精神。教育首重教心，只要人人均有博愛思想，不以己利為利，
而使眾人受其利，這樣我們人類必充滿祥和，也不會有自大欺人、好爭好鬥的習性。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服務學習
http://evalua.csu.edu.tw/learnServe/?ctNode=13608&idPath=9742_10866_13590 
※業務諮詢: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位於學生活動中心二樓，陳弘傑老師分機 2196。 
※課程說明請詳閱【服務學習網頁】及【服務學習護照】。  

http://evalua.csu.edu.tw/learnServe/?ctNode=13608&idPath=9742_10866_13590�


 

 學生事務處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日間部學生請假注意事項暨相關規定 

一、於 10 天之內（含假日）完成請假手續，逾期不受理，病假須檢附收據或相關證明，

喪假需附訃文（以直系血親為主、五日為限，超出部份以事假列計）。 

二、請假流程： 

登錄學校首頁→學生預警系統 http://notice.csu.edu.tw/ (登入系統的身份與訊息網

一致, 驗證碼不區分大小寫)，點選學生請假申請→勾選請日期、節次→選擇紙本列

印→經家長、導師、系輔導教官核章→統一由軍訓室送交生輔組作業。 

三、請假手續有問題，請同學至生輔組查明原因。 

四、請假地點：系輔導教官辦公室。 

五、依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要點規定：基本分為 82 分，事假每節扣 0.1分，病假每節扣

0.05分，曠課每節扣 0.5分，全勤加 6 分。 

六、考試期間請假需送學務處、教務處辦理，經校長核准，方可依本校考試補考相關

規定辦理補考。 

七、依本校學則規定： 

第二十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得依照請假辦法請假，學生請假辦法另訂之。經核准請假

者為缺課，其未曾請假或請假未准者為曠課。 

第二十一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

學期考試，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之照顧，而核准

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

實際成績計算。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休學。 

一、缺曠課日數達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第二十五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二、操行成績不及格或違反校規而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三、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或連續兩學

期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學生：學校首頁→相關連結→正修訊息網，瀏覽曠缺、獎懲。 

※家長：請至學校首頁→相關連結→家長服務系統，查詢子弟在校曠缺獎懲及課業。 

※業務諮詢: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位於活動中心二樓，分機1117/1118或洽系輔導教官。 

※生輔組信箱：living@csu.edu.tw 

※學生手冊電子檔請參閱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學生手冊 

※生輔組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csulgd 

 

http://notice.csu.edu.tw/Main/stuLeaveDay/Student/StuAbsAppForm.aspx?MenuItem=1�
https://www.facebook.com/csu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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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 

全校暨系週會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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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校外賃居普查及租屋安全評核工作 

一、學務處及軍訓室為加強學生校外賃居環境瞭解及協助賃居生進行租屋環境安全自

評，同時針對學生承租建物，進行實地訪視了解，並督促房東透過校方專業人員

取得住屋安全標章，此外加強與房東之聯繫，以爭取房東對學生關懷和照顧。 

二、每學期建立校外賃居學生名冊，分發各班導師瞭解學生狀況，並前往關懷訪視，

以瞭解學生在外住（寄）宿狀況。 

三、本校通過安全評核、優質租屋網頁：【學校首頁】→【行政單位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租屋資訊-正修租屋網 http://lgd.csu.edu.tw:8080】  

四、租屋必看，教育部安全評核 6+1 標準： 

(一)建築物具有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且有鎖具  

(二)建築物內或週邊停車場所設有照明者  

(三)滅火器功能是否正常  

(四)熱水器裝設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五)有火警警報器或獨立型偵煙偵測器(每房一組)  

(六)逃生通道是否暢通，標示是否清楚  

(七)學生是否知道逃生通道及逃生要領?  

五、具體作法： 

(一)每學期進行賃居情況調查，並於開學二週內完成調查，建立班級校外賃居名冊，

由導師約定學生，實地訪視、填報紀錄及拍照備查。 

(二)針對建物提供本校 2人以上租住者，生輔組專責人員結合校安中心進行實地訪

視了解訪查，並要求房東完成教育部安全評核。 

(三)於訪查時如發現賃居環境不良學生，勸導其變更住處或協調家長處理，以免受

不良環境感染;另有行為嚴重違規學生，立即通知家長知悉並依校規進行檢討。 

(四)訪查優良賃居處所將建檔，列為本校租屋訊息網資料，提供後續租屋參考。 

六、服務項目： 

(一)專人訪視賃居處所，並協助實施安全評核。 

(二)結合導師與教官作加強訪視賃居生活環境。 

(三)專人到府，提供反針孔偵測儀器檢視環境。 

(四)協助尋找租賃房屋並提供短期租賃服務。 

(五)校外賃居安全宣導並結合消防隊作防震防災之實地演練 。 

(六)第一次租屋上手手冊及契約書提供。 

(七)各項租賃問題諮詢服務，協助解決租屋困擾。  

七、賃居業務諮詢: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位於活動中心二樓 

※生活輔導組何中文先生(分機 2309)、林家緁小姐(分機 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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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含校安中心)服務項目 
 

一、 緊急突發事件協助 

二、 機車安全帽、吹風機、雨具借用 

三、 法治教育諮詢與協助 

四、 性平與反霸凌諮詢與協助 

五、 交通事故諮詢與協助 

六、 國軍人才招募事宜 

七、 校園安全事件諮詢與協助 

八、 紫錐花運動宣導與執行(菸害、反毒諮詢與協助) 

九、 兵役諮詢 

十、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折抵事宜 

 

 若同學於校外發生意外事件，記得儘快向校安中心回報，俾利協助同學處理

解決事情，其校安中心電話 07-7312787 或 07-7358800 轉 2340及行動電話 

0978500795。 

 提醒請各班幹部要確實掌握班上同學情況，如班上同學有發生任何校安事件，

請主動回報，俾利能於第一時間協助同學處理或表達學校關心之意。 

 

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系所輔導教官分配一覽表 

輔導教官 分機 輔導科系 辦公室 

劉治誠教官 2332 
國企、企管、數位、創意 

幼保系館一樓 
軍訓室 

(校安中心) 

經管所 

諸筱榆教官 2333 
妝彩、幼保、應外、時尚 
妝彩所 

商益民教官 2341 
電機、土木、休運、觀光、餐飲 
電機所、營建所、休運所 

王斌詮教官 2342 
電子、金融、資工、影像 
電子所、金融所、資工所 

陳淑中教官 2337 
機械、工管、資管、建築、醫工 圖科大樓六樓 

教官室 機電所、工管所、資管所 

※軍訓室(含校安中心)地點：幼保大樓一樓 

※軍訓室(含校安中心、兵役諮詢)專線：07-7312787 

※軍訓室網站：學校首頁→行政單位→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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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兵役 

一、新生(男生)辦理緩徵及儘後召集事宜: 

 1.凡是新生(男生)未服兵役者，請於註冊時須繳交兵役調查表及身分證正反面  

    影印本由學校統一造冊辦理緩徵。 

  2.已服兵役者(後備軍人)，請於註冊時須繳交兵役調查表、身分證正反面影印    

    本及退伍令影本，以便辦理儘後召集。 

  3.係免役體位者，請於註冊時須繳交兵役調查表及免役證明書影印本。 

  4.若為推甄、技優、申請入學新生註冊當天免到校而兵役調查表尚未繳交同   

    學，請於 9月 3、4日新生講習日補繳至軍訓室；逾期未繳交者，屆時收到 

    入營徵集令(或後備軍人教召令) 自行負責。 

 

二、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須知： 

   83年次以後在學役男，目前正就讀國內、國外或大陸地區大專校院大學第  

    一學年，且有意願申請於 104年及 105年暑假期間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者，請詳閱下列說明： 

  1.依徵兵規則第 26條規定略以，役男應連續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第

一階段入伍訓練及第二階段專長訓練，各為期 8週，合計 4個月）。但就讀

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得依其志願，於就讀大學第一學年當年 11月 15日前向

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於大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暑假，接受

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2.符合以上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條件，且經考量訓練時間許可而有意

願者，可於註冊取得大一學籍起至 103年 11月 15日前，準備學生證正反面

(或在學證明)影本(國外或大陸地區須經驗證)、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

印章，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 

  3.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除接受兵籍調查外，將由兵役單位接續

安排徵兵檢查、抽籤及徵集作業。 

  4.已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在未接獲徵集令前，如確有事故者，可向

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切結放棄原申請案，於緩徵原因消滅

後，再行接受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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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已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於接獲徵集令後，須符合「應徵役男延期

徵集入營事故表」原因者(可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

－業務資訊-役政法規-徵兵規則附件「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查詢)，

始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辦延期徵

集；未經核准延期徵集者，仍應依徵集令指定時間、地點入營，無故未入營

者，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移送法辦。  

以上申辦事項，如尚有疑義，請逕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兵役單位洽詢。 

 

三、「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抵役期」作業流程 

 1.申請同學先至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自費申請「學生歷年成績總表」二份。 

   2.至軍訓室填寫「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抵役期申請表」，審查無誤後 

     於成績單上加蓋折抵役期章。 

   3.成績單核章後一份留存軍訓室，另一份發還同學自行妥善保存，以便入營 

     後繳交給服役單位，作為折抵役期之憑據。 

 
營造友善校園、防制校園霸凌、校安你我有責 

 
一、教育部於 100 年 2 月 16 日假各級學校同步啟動反霸凌宣誓活動，學務處提醒同學

要友愛同學!不要霸凌!!新學期的開始，期勉同學珍惜就讀機會，與同學和樂相處，

遇事不要衝動，嚴禁暴力違法行為，若與同學有嫌隙，應尋求正當管道解決，導

師、學輔中心、系輔導教官均樂意為同學排憂解愁。 

二、學務處針對霸凌定義提供同學參考運用： 

(一)所謂「霸凌」係指一個或多個同學，對其他一個或多個同學間重複發生的負

面行為，此負面之行為可能是直接以肢體上或口語上的強力，例如：打、踢、

揶揄、嘲諷；或以間接方式，如操弄友誼，或故意使同學無法參加活動。 

(二)另構成所謂之「霸凌」條件如下： 

1.係一重複發生之行為：亦即在某特定一段時間內，經常發生同類之行為。

2.該行為必須出於傷害或騷擾之故意。 

3.該行為須屬負面且具暴力性質者。 

4.力量失衡狀態(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 

5.其他經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討論後認定者 。 

 



 

 學生事務處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三、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你主動向學

校反映，學校會幫你們解決，你可利用下列方式投訴： 

(一)學校投訴信箱：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號，校安中心收。 

(二)學校投訴電話：校安中心專線 07-7312787或 07-7358800 轉 2340 

(三)教育部 24 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四)學校投訴電子信箱：military@csu.edu.tw(校安中心) 

  

正修健康好青年、菸害防制不缺席 

一、我國菸害防制法修訂於 2009年 1月 11日正式施行，依據新修訂菸害防制法規有
關禁菸規定如下： 

第 15 條：(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菸)第二款、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
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禁止吸菸)。 

第 16條：下列場所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第一
款、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
在之室外場所。 

第 20條：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 31條：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二、請同學能依規定於指定吸菸區吸菸，本校各大樓內及校園，非吸菸區不得吸菸，
本校吸菸區設置：(依最新公告為主) 

（一）幼保大樓後方長鐵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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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系館左側空地。 

（三）電機系館右側凹地。 

三、吸菸同學未依規定經舉發可處 2 仟至 1萬元罰鍰，請各位吸菸同學，為了自已身
體健康、校園環境整潔、個人經濟考量、校園空氣品質及不吸菸同學的權益，請
走到吸菸區吸菸，菸蒂不亂丟。 

四、學務處將不定時於校園巡查勸導，若同學在非吸菸區吸菸，第一次登記勸導、第
二次依校規記過處分【違反菸害防制法者，申請行善銷過除愛校服務六小時及需
心得一篇外，另須參加菸害防治講座一場或菸害防治宣導活動一次】。 

五、有志加入菸害防制宣導活動的同學可事前至軍訓室商益民教官處登記(分機 2341)
或洽詢各系輔導教官。 

六、為了你的身體健康、校園環境整潔及不吸菸同學的權益，學務處鼓勵同學加入戒
菸行列，可至軍訓室洽詢商益民教官或洽「國民健康局戒菸專線服務中心」戒菸
專線 0800-636363 免付費電話，不必花任何一毛錢。 

※戒菸專線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六 09：00 - 21：00(除過年期間與週日外， 

  國定假日照常服務。 

※服務方式：免付費專線 0800-63-63-63(三個六三、戒菸有靠山)。 

※服務內容：提供專業的戒菸諮詢服務。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http://www.tsh.org.tw/ 

 

 
 

關於紫錐花運動 

用堅毅的勇氣淨化對毒品的依賴， 提倡健康互愛的心， 綻放生命的光彩。 

一、 背景 
    政府為擴大宣示反毒，自 83年開始舉辦「全國反毒會議」，迄今 19年，但因新毒品層
出不窮，其種類、偽裝形態及變異，不易完全察覺阻斷，故反毒宣導似難一仍舊慣，而有必
要予以提高層次，以嶄新及系統性之作法加以有效因應。回顧我國近百年重大文化覺醒或風
行活動，多起自校園，如民國初葉之五四運動、晚近 60年代之校園民歌，均從校園發軔，擴
散至社會，帶動沛然莫之能禦的風氣，引領了時代風騷。校園之於社會的其他系統，是一個
相對單純的環境，因學生年輕識淺，涉世未深，對次文化的引誘抵抗力較弱，易受外力或有
心人士的影響；但學生亦是一群有理想、熱情、自覺、自醒能力的青年或青少年，相信在優
質的文化刺激下，能對當前不良風習予以批判，並做出正確的抉擇。我們認為人類施用毒品
是一種嚴重的「病態文化」，為了消弭這種「病態文化」，依循以往歷史經驗，更認為應從
有熱情、有理想的校園塑造新思維、新觀念，引導青年學子對自我生命的期許與熱情，以消
除人類病態文化為 21世紀的青年任務之一，並以兼善天下的抱負，將反毒的紫錐花運動由我
國校園、社會再推向國際，讓全球國際社會共同奮鬥。 
 

http://www.tsh.org.tw/index.html�
http://www.ts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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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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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構想 
    馬總統於 101年 6月 2日 出席 101年反毒會議之反毒博覽會時，在民間團體、教育部
蔣部長及 總統傳遞揮舞「紫錐花運動」旗幟，宣示「紫錐花運動」，由校園推向社會，由國 
 
內推向國際，全球一起來，並爭取國際認同此一反毒意象及作為永久反毒代稱。「紫錐花」
係北美菊科植物紫錐菊，為北美印地安人治療蛇、蟲咬傷敷料，晚近歐美企業予以製成健康
食品，以其具有內服外敷之「健身」、「抗毒」的意象，故引為「反毒」的代表花卉。我國
大多數成癮性毒品均源自境外偷渡及走私，以外來品種的紫錐花意象推動反毒並推向國際，
較符毒品之移動路徑；而中華民族於清朝末年以降，受毒害深重，可謂禍國殃民、動搖國本，
所以反毒的決心絕對堅定，以過來人身份引領國際社會共同推動，並以「紫錐花」做為世界
性標誌。推動的方法上，初步建議世界各國也都能由校園開始推向社會，再由其國內推至鄰
近國家，帶動區域國家及洲際之響應，使紫錐花運動蔚為世界風潮。 
三、創作理念 
    紫錐花標章、標準字設計以健康、開朗與榮耀為出發點， 建議以持之以恆的態度，反對
濫用藥物。整體的視覺形象是盛開的花朵，也意味著燦爛的煙花， 煙花的核心是一個紫錐花
雌蕊象徵， 意指紮根散播、健康活力、尊重生命。 
紫錐花標章的標準色設計以 絳紫色代表優雅與堅毅， 米駝色代表清淨與健康， 金黃色代表
熱情與榮耀。 
    整體設計引用紫錐花具堅毅挺拔的意象， 藉用其對人體健康、增強免疫力的民俗功效， 
強調意志力的堅定， 傳達良好的拒絕毒品觀念， 呼籲全民除了勇敢拒絕毒品之外， 亦能勸
諫周遭的人拒絕毒品誘惑， 成為一個「勇於向毒品說不」、「規勸朋友拒絕毒品」 的積極
進取、自愛自信的健康公民。 
    我們將用堅強的意志力抗拒不健康的誘惑， 用善心和愛心建立無毒家園， 讓公益慈善
志業如花瓣美麗， 讓紫錐花的精神如煙花綻放， 大家攜手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和擁有無盡的
希望， 這份感動，這份醒覺， 到每個人的心，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業務諮詢: 

※軍訓室(含校安中心)地點：幼保大樓一樓 

※軍訓室(含校安中心、兵役諮詢)專線：07-731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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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簡介 

一、學生輔導中心『輔導老師值班時間表』 

日期 
值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間值班 
8:00 
︱ 

17:00 

8:00 
︱ 

17:00 

8:00 
︱ 

17:00 

8:00 
︱ 

17:00 

8:00 
︱ 

17:00 
14:00 
︱ 

17:00 
軍訓室 
值班 夜間值班 

18:00 
︱ 

21:00 

18:00 
︱ 

21:00 

18:00 
︱ 

21:00 

18:00 
︱ 

21:00 
 

學生輔導中心（行政大樓 4樓）採預約晤談，請撥專線電話：（07）735-8858 

二、諮商輔導服務 

(一) 服務範圍：凡有生活適應、學習困擾、人際關係、感情困擾、生活壓力與情緒管理、生

涯發展、親子關係、自我發展或其他困擾。 

(二) 諮商方式：採預約制（緊急情況者不在此限），視需要以個別或團體兩種方式實施。 

(三) 服務流程： 

1. 初步晤談：第一次前來晤談的個案，將由中心專業人員負責晤談，經初步晤談後，依

個案的狀況，安排適宜的輔導老師。 

2. 第一次晤談：輔導老師將會於約定的時間內，與個案進行第一次的個別諮商並簽訂諮

商同意書。在第一次晤談時，導師（教官）可在個案同意下視狀況，協助（陪同）個

案前來接受諮商。 

3. 晤談時間：晤談時間以每週一次、每次五十分鐘為原則，如果遇到特殊狀況，可與輔

導老師討論後視情況做出適當之調整。 

4. 取消晤談：因故無法前來晤談時，需於晤談前一天，以電話或本人親自至學輔中心取

消會談，並另行約定時間。若連續兩次無故未到者，則取消晤談資格。欲再晤談者須

重新至本中心預約。學生輔導中心電話：（07）735-8858。 

5. 結案時機：輔導老師將會視諮商目標與轉介目的，經與個案討論後，於適當之時機結

束諮商關係。 

6. 追蹤輔導：於結案後一年內，輔導老師將會定期追蹤個案之狀況。 

(四) 專業倫理守則： 

1. 保密原則：輔導老師會將晤談的內容保密，或者在取得個案的同意時才能適度的公開，

但在下列的特殊情形中則不在此限： 



 

 學生事務處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1) 個案的行為若對其本人或第三者有涉及生命安全時，輔導老師有向其合法

監護人或第三者預警的責任。 

(2) 有法律的規定時，如兒童青少年福利法、優生保健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 

(3) 個案有致命危險的傳染疾病等。 

(4) 個案涉及重大刑案須依法通報時等。 

(5) 若個案的狀況須轉介醫療機構，或透過專業心理人員集體協助時。 

2. 錄音(影)同意書：輔導老師為更有效的協助解決問題，可能要求錄音(影)，但在進行

錄音(影)前，並簽署錄（音）影同意書，一定會先徵求個案的同意，而個案有權利拒

絕。 

3. 停止諮商關係：個案有權利終止諮商關係，但必須先和輔導老師做結束的諮商會談，

或輔導老師會視諮商目標與轉介目的，經與個案討論後，於適當時機結束諮商關係。 

三、學生輔導中心服務項目 

只想找個人陪我走一段－個別諮商 

  專業的輔導老師，會以一對一的方式與你分享心事，透過晤談和溫暖的互動，和你共同

來澄清疑惑，並解決有關人生觀、家庭學校、感情困擾、人際關係、生涯規劃…等方面的困

擾。當你有需要，想更深入瞭解自己時，直接到來學輔中心預約吧！  

好想有一群伙伴和我分享解決問題的撇步－團體諮商 

由自由報名的 8~12名伙伴所組成，針對不同的主題，在安全的氣氛下將心事和伙伴分享

討論，並能獲得大家的支持和回饋，讓你有更多樣化的觀點解決困擾。 

真想更了解自己的個性和能力－心理測驗 

這裡有多種專業且有效的心理測驗，可以依照需求預約登記，選擇你想要探討的主題（人

格、性向、生涯、情緒、學習…等）。輔導老師會協助你認清和評估自己能力與特質，診斷

適應上的困擾或限制，預測將來發展的可能性。 

最想來趟悠哉的心靈之旅－圖書、影片、雜誌借閱 

學輔中心有許多心理勵志、生涯規劃、兩性平等、親子教育、旅遊生活…等，只要持學

生證就能借閱，可以輕鬆的在學輔中心的沙發上靜靜的翻閱，伴你渡過一個知性的時光。  

當我覺得不服氣，我想申訴時－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當你對於學校的懲處、措施或決議，反映之後卻求助無門時，你可以向學輔中心提出申

訴，只要填寫申訴書與佐證資料，交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進行公平、公正的審議。（申

訴專線 07-7358858） 

當我遇到了校園之狼，真是不甘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如果有人對你開黃腔、毛手毛腳，侵犯你的身體自主權，讓你覺得不舒服時，就勇敢的

站出來向學輔中心申訴檢舉，過程絕對保密，交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捍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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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申訴專線 07-7358858） 

四、諮商輔導服務Ｑ＆Ａ 

Q1：被找來學輔中心的學生，是不是都是心理有問題或是行為偏差的學生？ 

A1：常常會聽到一些學生表示：我又沒有問題，為什麼要去學輔中心? 或是那個人，是不是

做錯什麼事？不然他去學輔中心幹嘛！其實這些都是過去錯誤的印象，學生輔導中心(簡稱學

輔中心)，是為了促進全校師生的心理健康發展，強化同學們在校園生活中的幸福感，並不是

做錯事的學生，被強迫前來接受輔導的場所。 

  來學輔中心預約諮商的同學們，許多是想要更深入的認識自己，有些是想處理對未來升

學或就業規劃的疑問，有的是想學習如何與喜歡的人溝通，而有的則是遇到情緒或生活上的

低潮，這些人都希望能夠找個人一起討論，所以才會來到學輔中心。因此，來到學輔中心的

同學，反而都是更加關愛自己，想探索情緒世界的好奇寶寶呢！ 

Q2：來到學輔中心跟老師講話的內容，會不會被其人他知道？ 

A2：很多學生都問過同樣的問題，跟老師講話的內容是保密的嗎？會不會被教官或家長知道？

基本上，跟輔導老師晤談的內容，是完全保密的，只有在涉及到傷害自己或他人的部分，在

諮商倫理守則上規定，輔導人員有義務將警訊告知相關人員。但在一般的情況下，有其他人

想知道談話的內容，輔導老師會先與當事人作溝通討論，在當事人的同意之下，輔導老師才

會將晤談的內容與相關的人士作討論。 

Q3：到學輔中心諮商或是輔導，是在做什麼啊？ 

A3：在多數的情況下，所謂的當事人會有一些困擾或是求助的問題，想要與諮商師（輔導老

師）作討論，諮商師（輔導老師）的角色則是扮演協助當事人一同進行探索問題的角色，換

句話說，當你遇到問題時，可以透過諮商的進行，有一個人與你一起進行問題的探險之旅，

當然這趟探險的旅程，決定權是在當事人的身上，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停止或是繼續下去，

當然過程中也都是保密的喔！ 

Q4：我有點事情想跟輔導老師諮商和討論，可是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該怎麼做？ 

A4：其實到學輔中心預約諮商或是心理測驗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到學輔中心的櫃檯，跟櫃檯

說明你想作測驗(諮商)，並留下聯絡方式，輔導老師會主動與你聯絡預約時間。而且，學輔

中心的諮商室，其實是很隱密的喔！ 

學輔中心，願與你分享心情的每一刻 

正修科技大學 學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  專線電話：07-7358858 

行政大樓四樓   E-mail：counseling@csu.edu.tw 

正修學輔活動快遞粉絲頁  http://www.facebook.com/CSUSCC.4F 

 

mailto:counseling@csu.edu.tw�
http://www.facebook.com/CSUSCC.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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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職發中心】 

正修科技大學學務處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洽詢地點：體育室 2 樓 
洽詢電話：07-7358800 分機 1198 
中心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csu.acdc 
 

校友一線牽～ 職涯輔導樂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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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正修科技大學  學生健康檢查通知 
親愛的家長： 
    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台参字第 0920082231A號另發佈學校衛生法
第八條規定辦理新生健康檢查。為瞭解 貴子弟之健康狀況，期能早期發現體格缺點，早期矯治，本校
訂於103年9/9~9/16時間受檢，委請溫有諒醫院健檢工作團隊到校，為 貴弟子實施健康檢查。 
檢查項目 內容 檢查意義 

一般理學檢查 頭頸部、胸部、腹部、肌肉、 
骨關節、皮膚、脊柱、四肢 

受檢者以傾訴個人目前生理狀況，配合現場物理檢查，
醫師立即給予指導。 

一般體格檢查 身高、體重、視力、色盲、血壓、
口腔、聽力、耳鼻喉 

了解學生的身體基礎狀況，早期發現缺點及疾病，以及
早謀求矯治。 

尿液檢查 尿糖、尿蛋白、尿潛血、PH 腎臟、糖尿病、結石、泌尿道感染。 

血液常規檢查 紅血球、白血球、血色素、血小
板、平均紅血球容量 

檢查有無貧血及貧血程度，感染性疾病或先天性或後天
性血液病變、紫斑並、血小板病變及地中海貧血等。 

肝功能檢查 SGOT、SGPT 主要檢查肝臟功能、包括急性、慢性肝炎。 

B 型肝炎檢查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陽性表示感染 B 型肝炎病毒。 
陽性表示已產生保護抗體。 

血脂肪檢查 T-Cholesterol 檢查總膽固醇 

腎功能檢查 BUN(尿素氮) 
Creatinine(肌酸酣) 
Uric Acid(尿酸) 

主要檢查腎炎，尿毒症，泌尿系統阻塞。 
尿酸偏高時，可能為原發性痛風、攝食過多嘌呤類。 

胸部 X光檢查 Chest-PA 檢查有無肺結核、肺炎、肺腫瘤、心臟肥大、肺氣腫、
支氣管炎、脊椎側彎及肺部病變。 

健康檢查說明事項： 
一、檢查費用每人 310元，體檢當天請自備零錢，現場繳交。 
二、檢查當天請勿缺席，請勿點眼藥膏，有視力矯正者，請配戴一般眼鏡，勿戴隱形眼鏡。 
三、檢查當天請穿著沒有鈕釦或亮片的上衣，勿戴項鍊等金屬飾品；以免造成 X光診斷上的困擾。 
四、檢查時學生手持本人之健康檢查卡，依序接受各科醫師檢查。 
五、檢查完成後承辦醫院將發給學生健康檢查結果通知單。 
六、檢查注意事項： 

1.當日可進食(清淡飲食，避免高糖高油食物)、喝開水，但不能喝其他飲料,以免影響檢驗結果。 
2.若有長期服用慢性藥物治療者，請勿自行停藥。 

 ※未於學校參加健檢之學生，必須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將合格醫院之健康檢查報告繳交衛保組。 
 ※如在半年內有做過符合檢查項目的體檢，請於受檢當天繳交報告。 

日間部學務處衛保組 敬啟 
 (日間部)新生健康檢查流程表(檢查時間：9/9~9/16) 

                                            

同學進場檢查，可先抽血，可自行選擇人少的單位先做，全程 16個單位，每站皆需
檢查，全部完成繳卡前，請務必檢視體檢卡正面基本資料、反面體檢項目，是否齊全。請
務必繳回體檢卡，並離開現場回教室。感謝您們的配合，敬祝健康  愉快！ 

諮詢專線：0932-778215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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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學生特殊疾病緊急處理調查表 

歡迎  正修新鮮人： 

        本組為更進一步瞭解新生個人之健康情形，特擬定此調查表，如曾患有

特殊疾病或目前仍存在的疾病或健康問題，請詳為填述，以便疾病發生時之緊急

應變處理。 

學生曾患有                            ，在校上課時間，如有發病情況，

請以下列方式處理（請勾選處理方式）。 

（    ）1.立刻送往                      醫院。 

（    ）2.請學校立刻送往附近醫院，再通知家長處理。 

 

備註: □同意□不同意 本校衛生保健組，將學生急病現況及健康檢查結果， 依

教學、輔導、醫療之需要，提供給相關任課老師或送請校內相關單位追蹤

輔導與關懷。 

    

學生簽名:                      家長/監護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未滿 20歲者)  

新 生 基 本 資 料 

□ 四技   □ 研究所   □ 博士班 

              系(所)      年      班     學號：           

學生姓名：                     性別：            手機： 

家長姓名： 

家長緊急連絡電話（家或公司）：  

手機: 

學務處衛保組  敬上 

※請於新生入學輔導時填寫後（對折）交由輔導員送回〝衛保組〞。 

 



 

 學生事務處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iLMS 行動班級網站社群系統  

 多采多姿大學生活由此展開, 精彩絕倫的學習生活回憶由圖資處為你保留！ 

■  如何進入班級網站社群  

首先進入圖資處首頁 http://li.csu.edu.tw，左邊行動專區->點選行動學習平台 

 

行動知識社群平台網址為 http://ilms.csu.edu.tw/board/index.php 

 

 

 

http://li.csu.edu.tw/�
http://ilms.csu.edu.tw/board/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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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右上角登入來進入行動學習平台，帳號為學號 8碼 密碼預設身份証字號 

 
登入系統後，在左邊「我的社群」可以看到所屬的班級社群，接著就可以使用班級網站社群

的各種功能(行事曆、活動相簿、塗鴨牆、討論區…等)。 

 

「套用版面樣式」 +  「自製美工圖片」 －＞ 打造特色班版網站 

「運用自由欄位」 +  「照片」 －＞ 也能讓平凡樣版不一樣 

 
 


	背景
	政府為擴大宣示反毒，自83年開始舉辦「全國反毒會議」，迄今19年，但因新毒品層出不窮，其種類、偽裝形態及變異，不易完全察覺阻斷，故反毒宣導似難一仍舊慣，而有必要予以提高層次，以嶄新及系統性之作法加以有效因應。回顧我國近百年重大文化覺醒或風行活動，多起自校園，如民國初葉之五四運動、晚近60年代之校園民歌，均從校園發軔，擴散至社會，帶動沛然莫之能禦的風氣，引領了時代風騷。校園之於社會的其他系統，是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因學生年輕識淺，涉世未深，對次文化的引誘抵抗力較弱，易受外力或有心人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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