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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長班長班長班長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加入班長群組 

班長群族 QR CODE 

 

如無法加入，請洽軍訓室陳光祖，分機

2403。 

 

 

 為了統計各班班長加入狀況，請各班班長加入後填報 google表單 

 

班長一般職責 

1. 建立同學聯絡平台。 

2. 瞭解班級逃生路線，適時引導疏散及逃生。 

3. 協助導師及學校行政單位業務推動。 

4. 轉達學校重要工作事項及校安中心通報宣導。 

5. 協尋班級同學。 

賃居地址調查 

1. 請將左邊 QR code 轉至班級群組，並請

全班同學務必詳閱內容後（學校每學期

均會詳細調查全校每位同學的居住地，

所以不論居住地址是否變動，班上每位

同學均需要填寫此 google 表單）於 111

年 9 月 21 日前填寫完畢。 

2. 請各位班長在文藻校安中心（班長工

區）群組找到賃居業務承辦人（鄧宛青）教官的 line 並加為好

友，俟全校資料填寫完畢並彙整分班後，將透過班長的 line 將

貴班的資料回傳給你(妳)轉回班級群組校對，無誤後再將正確

資料透過 line 回傳給承辦人，務請配合。 

校園安全事件通報 

1. 向同學宣導校安專線（07-3429958）。無論在校內、外發生任何

「特殊狀況」或「重大事故」，如需要學校協助時，均可撥打校

安專線告知，校安中心會在第一時間啟動協助方案，必要時同

時啟動諮商輔導與關懷機制。 

2. 回報班級同學發生意外事故或發現校園安全有危安因素時。

如：車禍、偷拍、自傷、傳染病、死亡或發現可疑人員進入校

園推銷產品、發放傳單、索取個資或補習班招生…..等皆請通報

軍訓室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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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班長副班長副班長副班長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加入副班長群組 

QR CODE 

           

        全校副班長                         專一至專三副班長 

     (所有學制皆需加入)                (僅專一至專三副班長需加入) 
如無法加入，請洽生活輔導組。 

協助班長 
協助班長推動班務，遇班長缺席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代理。 

出席幹部訓練 應出席副班長幹部訓練會議。 

重要集會暨班會點名 

1. 除一般課程外，凡是全校重要集會或班會時間皆須點名。 

2. 空白點名單請至生活輔導組領取。 

3. 點名單需填寫缺席學生完整學號及姓名，並經班級導師簽

名完畢後，於集會或班會結束當天投擲回生活輔導組外公

佈欄旁之西側信箱（非班級櫃）。 

4. 經查如未確實點名或包庇造假缺席名單者，依校規處理，

並取消擔任幹部記功嘉獎之獎勵。 

防疫通報 

【【【【COVID-19 快篩陽性確診通報快篩陽性確診通報快篩陽性確診通報快篩陽性確診通報】】】】 

確診個案主動通報確診個案主動通報確診個案主動通報確診個案主動通報(快篩採陽性快篩採陽性快篩採陽性快篩採陽性) 

                                 

至班櫃領取班上資料 

1. 班櫃位於生活輔導組辦公室外東側。 

2. 定期領取，如欲請假，請事先安排其他幹部代理。 

班級服裝儀容提醒 提醒班上同學注意外在形象經營，服儀穿著須符合學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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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生活好模範」評分 

作業 

(本工作僅需專一至專三副班長執行) 

1. 於期初出席「生活好模範」評分說明會。 

2. 每日輪班執行「生活好模範」評分作業。 

3. 督促班級爭取「生活好模範」榮譽並管理班上秩序。 

4. 於期中考前與期末考前出席考試週注意事項說明會。 

督促班級填寫導師評量 督促與協助班級於期限內填寫導師評量。 

傳達學校重要資訊 

1. 每日查看副班長群組，如學校有傳達重要資訊，務必將此資

訊轉傳至班級群組。 

2. 如學校有需要聯絡班上學生，請務必協助學校聯絡學生。 

3. 協助學校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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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股長學藝股長學藝股長學藝股長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加入學藝股長群組 

QR CODE 

           專四、專五、四技、二技學藝股長            專一至專三學藝股長 

如無法加入，請洽生活輔導組。 

出席幹部訓練 應出席學藝股長幹部訓練會議。 

班會紀錄登錄 

1. 應於班會召開完 3 日內至校務資訊系統登錄班會紀錄，並送出簽

核，送出簽核後，若導師於 7 日內未簽核，應提醒導師盡速簽

核。 

2. 班會紀錄登錄路徑：資訊服務入口網＞校務資訊系統(學生) ＞登

錄＞學務登錄作業＞班會紀錄登錄/查閱 

3. 登錄時，應具體詳細且如實完整記錄，勿僅有簡略式摘要。 

4. 詳細登錄流程，請於幹部訓練時，認真聆聽說明。 

5. 經查如未於期限內登錄班會紀錄或登錄內容過於簡略者，依校規

處理，並取消擔任幹部記功嘉獎之獎勵。 

6. 會議記錄撰寫技巧請參閱附錄一。 

重要教務諮詢傳達 

學校 E-MAIL 帳號 請同學務必使用學校提供之 E-MAIL帳號，並每年收信，避免遺漏

各項教務通知。 

課程資訊查詢 

(全校課程、調補

課、各類課表) 

查詢方式: 

文藻中文網站—資訊服務入口網—教務資訊查詢 

(1)開課一覽表查詢(全校課程) 

(2)調補課查詢 

(3)各類課表查詢(自己的課表、班級課表、教室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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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選課 1. 留意各項選課時程及選課方式，並於規定時間內辦理。 

2. 依據科目學分表進行選課規劃。 

3.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課程公共平台。 

https://cross-school.nkust.edu.tw/course/course03m.aspx 

試務 五專 1-3 年級期中(末)考： 

1. 期中(末)考前一週的星期一會發放考試時間表、星期五發放考試

座位表，學藝股長務必於星期五中午前至課務組領取。 

2. 提醒同學下列注意事項: 

(1) 詳閱考試規則。 

(2) 由教務處所安排的共同考試，不得請事假。急病者應於考試

當節開始二十分鐘內，以電話通知教務處課務組( 07-

3426031 轉 2122-2124)，並提供當日將醫生證明向至教務處

課務組辦理請假手續。 

(3) 4-5 年級低年級考試衝堂問題: 

如果同學隨低班重補修，低年級的考試科目與高年級的課衝

堂(不管 4-5 年級的科目有沒有考試)，1-3 年級的考試請依照

考試時間表上之規定準時應考；4-5 級衝堂的科目請與高年級

科目的授課老師協商，另訂考試時間(如果是不考試而只是上

課，則該節課程可以公假處理)。 

四技共同英文期中(末)考： 

1. 期中(末)考前一週的星期一會將考試時間表 e-mail 給學藝股長、

請學藝股長務必收學校提供的 e-mail信箱。 

2. 提醒同學下列注意事項: 

(1) 請同學詳閱考試規則。 

(2) 由教務處所安排的共同考試，不得請事假。急病者應於考試

當節開始二十分鐘內，以電話(07-3426031 轉 2122-2124)通

知教務處課務組，以電話通知教務處課務組( 07-3426031 轉

2122-2124)，並提供當日將醫生證明向至教務處課務組辦理

請假手續。 

調補課 1. 教師調課單或請假單通過後會 e-mail 通知該班上課同學。 

2. 老師因故臨時調課或請假，教學單位或課務組會以電話通知學

藝服長或班長。 



6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期初、中、末教學

意見調查 

1. 每學期皆會針對所有課程進行教學意見調查，期末教學意見成

績作為教師們升等或續聘之參考依據，請同學務必依行事曆或

公告時間點上網填寫。 

2. 期末有填寫「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者，可提早上網查成績，請

同學踴躍上網填答。 

3. 教學意見填寫以不計名方式辦理，不會涉個人隱私，敬請同學

安心作答。 

4. 請同學以誠實與負責的態度填答，切勿使用侮辱、毀謗或人身

攻擊等文字，因而觸法。 

課程地圖 提醒同學善用課程地圖系統規劃課程及查詢課程資訊 

重要教務法規 提醒同學務必了解教務各項法規，以維護自身權益。請參閱註冊及

課務組相關法規： 

 

註冊相關法規 

 

課務相關法規 

 
 

大學英檢 

(CSEPT) 

協助英/外診中心(LDCC)轉知大學英檢相關資訊，包含： 

1. 領取、說明並傳閱考試須知及應試資格紙本資料。 

2. 轉傳公告連結至 LINE 班群。 

3. 領取並發放大學英檢紙本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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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正正/副服務股長副服務股長副服務股長副服務股長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加入正/副服務股長群組 

QR CODE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                 四技部一年級 

 

如無法加入，請洽生活輔導組。 

協助導師推展 

勞作教育之事務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 

1. 課間教室使用後環境維(填寫勞作教育檢核表)。 

2. 掃區人力分配(內外掃區) 

3. 每日遲到、缺席登錄 

4. 各打掃區域檢查及評分。 

5. 清潔工具之申請、整理及保管。 

6. 清除教室內不當之宣傳品、海報等。 

協助導師推展 

勞作教育之事務 

(四技部一年級) 

1. 課間教室使用後環境維(填寫勞作教育檢核表)。 

2. 掃區人力分配(每週輪值排班) 

3. 每日遲到、缺席登錄 

4. 清潔工具之申請、整理及保管。 

5. 清除教室內不當之宣傳品、海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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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股長總務股長總務股長總務股長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加入總務股長群組 

QR CODE 

 
如無法加入，請洽總務處事務組。 

協助與宣導事項 

一. 協助校內落實綠色大學與環境安全衛生推展之分派事宜: 

(一) 隨時宣導同學維護環境整潔。 

(二) 敬請落實「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減塑優先、無痕

飲食」，產生的垃圾請勿隨意丟棄，請幫它帶到一個家(垃

圾桶)。 

(三) 敬請注意用電安全(勿過載)及節約用電。 

二. 請宣導自111年2月1日起，校內餐飲購買飲料店內、外帶不再提

供一次用塑膠吸管，請自備吸管(例:不鏽鋼吸管、玻璃吸管或紙

吸管)。  

三. 宣導全班節約用水及用電。 

四. 熟悉本校修繕報修系統，協助公物損壞線上填報申請修繕。 

五. 宣導辦理健身房卡同學，可攜帶學生證及1吋相片至事務組辦

理，學年卡費用為$500，學期卡費用為$300，運動券每張20元（每

次限購至少10張）。 

六. 協助教室設備檢查與報修(包含每日檢查電腦及螢幕是否遭到破

壞)。 

七. 協助老師使用教學設備。 

冷氣卡購買 

一. 冷氣卡無儲值功能，點數用罄後至學校萊爾富便利商店退

還押卡金並另購新卡。 

二. 教室冷氣卡共3種點數額度，分別為1,000點、2,000點與

3,000點，購買金額(含押卡金$150)為$450、$750，與$1,050。 

三. 宿舍冷氣卡僅1種額度，購買金額(含押卡金$120)為$720，

可使用時3,00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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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協助同學辦理校內 

機車/腳踏車 

停車證 

一. 協助同學辦理校內機車停車證申請手續： 

(一)依總務處公告期限，收繳同學駕照及行照影本，至軍訓室辦

理行、駕照證件查驗。(分機 2407) 

(二)上網下載申請機車停車證人員清冊及統一收繳費用，至總務

處領取停車證後轉發同學。(分機 2513) 

二. 提醒同學自行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腳踏車停車證（免費）。 

教室鑰匙 
專一至專三總務股長於第一學期初至事務組領取班級教室鑰匙，第

二學期移交接任之總務股長，並提醒第二學期末歸還鑰匙至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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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股長康樂股長康樂股長康樂股長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加入康樂股長群組 

QR CODE 

 

 

 

 

康樂股長(各學制均需加入)，如無法加入，請洽體育教學中心。 

康樂股長工作事項 

1. 推展班上體育、運動競賽、運動會、校慶、同樂會、班遊、畢

業旅行等課外活動及競賽等有關的事務策劃。 

2. 負責體育課器材借（還）、協助老師課程執行。 

3. 班遊前一天至保健室洽借醫藥箱，返校隔日負責歸還。 

班級辦理班遊、畢業

旅行等各類休間娛樂

活動。 

1.至課指組網站下載申請表(課指組＞下載專區＞團體旅遊)，並於活

動前 20日送交課指組審核。 

2.活動審核通過後，依規定繳交家長同意書、保險證明及遊覽車租賃

定型化契約書或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3.活動前一天至學務處衛保組洽借醫藥箱，返校隔日負責歸還。 

4.如有租賃遊覽車，活動當日須依校外旅遊出發前檢核表(下載處同

上)進行車輛檢查。 

園遊會辦理事項 
如為園遊會設攤班級，須依承辦單位規定期程完成報名(設攤申請書)

及結案資料(收支結算單)繳交。 

全校運動會 

1. 第 40屆全校運動會於明年(112年) 3月 31日舉行。 

2. 運動會拔河賽程將於 2/22(三)抽籤後公告(體育教學中

心網頁及辦公室外的公佈欄)，本次拔河比賽分 A組、

B組，請各班級依賽程表時間出賽(著運動服、運動

鞋)，比賽將於 3/1日起開始進行。 

3. 貴班級如有復學生或轉學生欲報名運動會「田徑項田徑項田徑項田徑項

目目目目」」」」，請於 3月 1日中午前至體育教學中心辦公室登記

比賽項目，除復學生或轉學生外不再受理其他同學補

報名。 

4. 運動會秩序冊及選手參賽號碼簿，將於 3月月月月 8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

12:10分分分分(吳甦樂廣場吳甦樂廣場吳甦樂廣場吳甦樂廣場)，統一集合康樂股長發放。 

5. 運動會田徑項目會前賽日期：3月月月月 13至至至至 3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第

40屆全校運動會日期：112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6. 本次運動會徑賽項目男男男男 A組組組組 400M及女女女女 A組組組組 4*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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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接力接力接力，這兩項比賽不進行預賽，直接在運動會當天進

行決賽。 

7. 本次運動會每頂帳篷都會提供 20 張塑膠椅，請同學愛

惜使用。 

8. 運動會當天班級點名會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統一公告

規定。 

9. 本屆運動會團體項目參加比賽的人數如下表。運動會

當天的比賽團體項目檢錄地點會在修院前的廣場。 

10. 40屆全校運動會運動會團體項目參賽人數一覽表請參閱附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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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股長輔導股長輔導股長輔導股長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及步驟說明 

訊息傳遞者 

1. 加入輔導幹部群組，應瞭解並公告諮輔中心相關心理健康與促

進活動之訊息，並鼓勵同學參加。 

2. 追蹤 IG、FB「文藻諮輔中心粉專」，掌握諮輔中心最新資訊。 

Line群組: 

 

 

IG:          FB:  

班級輔導聯繫者 

1. 轉告班級輔導資訊並視班級需求，推動申請相關主題之班級輔

導，協助時間安排及相關聯繫。 

2. 轉告生涯發展中心提供之相關訊息，如生涯講座、實習相關事

項、工讀機會、就業機會、校內外獎助學金及研習活動等，並

鼓勵同學多加參與。 

3. 【大一生生涯探索：運用 UCAN測驗自我認識班輔】請於第

三周至第八周(3/6-4/14)之間申請班輔，並提供時間、地點讓諮

輔中心入班講解。 

4. 【大三生生涯探索：運用 UCAN測驗了解職能班輔】請於第

十周至第十五周(4/24-6/2)之間申請班輔，並提供時間、地點讓

諮輔中心入班講解。 

關懷連結者 

1. 主動關懷轉學生、復學生、定察生或其他需要協助的同學，適

度提供協助，留意需要較多關心或有立即輔導需求的同學，請

適時轉知導師，必要時轉介教官、諮輔中心老師。 

參與者 
1. 參加諮輔中心規劃相關的訓練、研習，並出席相關會議。 

2. 其他交辦事項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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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題宣導資料 

反詐騙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彙整常見詐騙手法，如假網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資、假網拍、

人頭帳戶等，以下是常見詐騙手法的防範之道: 

常見詐騙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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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詐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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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 

遠離毒品的各種誘惑，降低使用成癮性物質的風險。

 
(引自教育部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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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 

敬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避免觸法，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您答對幾題呢? 

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智慧財產權小常識 (O 正確正確正確正確、、、、X 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1.（X ）為了節省買書的花費，到圖書館借書拿去校外的影印店整本影印，這種行為沒有違

反著作權法。【說明：將書籍整本影印，會造成市場替代的效果，已超出合理使用

的範圍。】 

2.（○）演講內容是語文著作，同學要錄音前要先徵求演講人的同意！ 

3.（○）到圖書館找論文資料，可以影印論文集中的單篇著作，每人以1份為限。 

4.（○）撰寫碩博士論文時，可以在合理範圍內引用他人的著作，只要註明出處，就不會有

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5.（X）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就可以隨意使用他人著作。【說明：註明作者、出處是利用人

在主張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時，依著作權法所課予的「義務」，並非只要註明作者、

出處，即屬於「合理使用」。】 

6.（X）阿丹買了一片盜版光碟，看完覺得丟掉可惜，所以可以放在網路上讓網友免費索

取。【說明：只要是散布盜版光碟，不管有沒有營利，也不管價值多寡，都是違反

著作權法的行為！】 

7.（X）學校每個月都會由各社團舉辦「電影欣賞」，可以租用一般家用的 DVD來播放。【說

明：因為涉及「公開上映」行為，所以要用已經取得公開上映授權的「公播版」來

播放。】 

8.（X）小薰可以將補習班老師的上課內容錄音後，放到網路上拍賣。【說明：老師的上課內

容是「語文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要錄音或拍賣，都要經過老師的同意才可

以。】 

9.（X）小雪這學期修了一門著作權法的課，但因為教科書太貴了，所以她可以把教科書拿

去整本影印。【說明：整本影印教科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喔！】 

10.X）影印整本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所以小雪想了一個 idea，就是把圖書館內自己想

看的書分次影印，這樣就沒有問題了。【說明：分次影印的目的還是為了要影印完

整的一本書，所以並不在合理使用的範圍，還是屬於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引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主題網引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主題網引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主題網引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主題網-智慧財產權小題庫智慧財產權小題庫智慧財產權小題庫智慧財產權小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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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 

     在未來，同學成年後有機會被選中在法庭中擔任國民法官，班級幹部若能了解國民法官

資訊，並向同學多多宣導，讓大家了解、支持並參與國民法官制度，不僅僅是公民的權利，

也是公民的義務及責任。(資料摘錄自司法院 國民法官 宣導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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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藝股長培訓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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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運動會團體項目參賽人數一覽表 

 

運動會團體項目參賽人數一覽表 

項目 人數 

拔河 

 

A 組組組組  (大學部全體及專科四五年級班級) 

男生 4人，女生 16人；若男生人數不滿 4人時，可以女生代替。 

 

B 組組組組  (專科部一、二、三年級班級) 

男生 3人，女生 22人；若男生人數不滿 3人時，可以女生代替 

大隊接力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一年級組一年級組一年級組一年級組 

男生 4人，每人 200公尺，女生 16人，每人 100公尺；若男生不足

可由女生代替男生，以一換二為原則，兩位女生各跑 100公尺。(男

生棒次第 1-2棒及第 19-20棒) 

A 組組組組  (大學部二、三、四及專科四、五年級班級) 

男生 4人，每人 200公尺，女生 16人，每人 100公尺；若男生不

足可由女生代替男生，以一換二為原則，兩位女生各跑 100公尺。

(男生棒次第 1-2棒及第 19-20棒) 

B 組組組組  (專科部一、二、三年級班級) 

男生 3人，每人 200公尺，女生 22人，每人 100公尺；若男生不足

可由女生代替男生，以一換二為原則，兩位女生各跑 100公尺。(男

生棒次第 1棒及第 24-25棒) 

2人 3腳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一年級組一年級組一年級組一年級組 

男生 4人，女生 16人，若男生人數不滿 4人時，可以女生代替。 

A 組組組組  (大學部二、三、四及專科四、五年級班級) 

男生 4人，女生 16人，若男生人數不滿 4人時，可以女生代替。 

B 組組組組  (專科部一、二、三年級班級) 

男生 4人，女生 16人，若男生人數不滿 4人時，可以女生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