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領系學士班學生輔導規劃表
年級

輔導重點要項

相關辦法與資料

 學習輔導

 學習輔導

1.新生始業輔導

1-1 本系大學部教務手冊

2.提供課程地圖輔導學生進行選課及
學習規劃

2-1 學生專業能力指標暨課程對應表

3. 學生外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
準：中高級初試

3-1 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補救教學
課程修習要點
3-2 本系英檢對照表(待討論)
4-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期初：時間管理、學習態度與方法、
讀書計畫

4 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一
年
級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5 各授課老師(Office hour)

5-1 本系教師Office hour(系網公告)
5-2 授課老師注意事項
期初：學習態度與方法、讀書計畫、
提供 Office hour、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
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6.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7.遴選推薦輔導優秀學生獎學金
8 服務學習(一)

6-1 期中預警辦法
6-2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
7-1 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8-1 由班導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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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改善機制
問卷(待建立)
學習檔案
訪談會議紀錄
輔導紀錄
導師會議
特殊個案輔導會議

 生活輔導

 生活輔導

1.生活、交友及住宿輔導

1-1 導師輔導活動實施情形紀錄表(教
師每月填報)
1-2 教官生活講話
1-3 住宿生輔導
1-4 僑生、外籍生、特殊需求個案輔導
與轉介
1-5 輔導流程圖
2-1 本系網頁公告
2-2 助教 e-mail 通知各班班代及僑生
3-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2.提供新生助學貸款及獎學金及系上
工讀申請相關資訊
3.導師時間 (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期初：生活調適、角色調適
期中：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工
讀輔導
期末：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寒
暑期生活提醒
4 服務學習(一)
5.迎新座談
6.新生家長座談
7.課外活動：
(1)迎新宿營
(2)啦啦隊
(3)公領營
(4)公領之夜
(5)民訪隊
(6)服務學習(二)
(7)其他校內外活動(如公沙龍等)
8.導師遴薦優良學生獎學金得獎人,以
及輔導學生進行優秀學生選拔

4-1 由班導師規劃
5-1 由系學會規劃辦理
5-2 提供新生資料袋

7-1 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理)
7-2 系輔導與獎勵(系學會協助辦理)
7-3 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理)
7-4 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理)
7-5 系輔導與補助(由大二班導師協助)
7-6 由相關任課老師規劃
8-1 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8-2 優秀學生選拔辦法

 生涯輔導

 生涯輔導

1.師培與非師培生涯選擇
2.輔系、學分學程選擇輔導
3.轉系轉校
4.性向與生涯規劃之輔導

1-1 本系師培生甄選辦法
2-1 各系輔系及學程申請(系學會協助
辦理)
4-1 學輔中心實施性向與生涯發展測
驗
5-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期初：自我認識、性向探索
期中：生涯探索
期末：生涯定向輔導
6-1 由大一班導師規劃

5.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6.服務學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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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輔導

 學習輔導

1.提供課程地圖輔導學生進行選
課及學習規劃
2.學生外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
中高級初試

1-1 學生專業能力指標暨課程對應表

3.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3-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期初：時間管理、學習態度與方法、
讀書計畫

2-1 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補救教學
課程修習要點
2-2 本系英檢對照表(待討論)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4.各授課老師(Office hour)

4-1 本系教師Office hour(系網公告)
4-2 授課老師注意事項
期初：學習態度與方法、讀書計畫、
提供 Office hour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二
年
級

5.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5-1 期中預警辦法
5-2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

6.讀書會獎勵
7.休學、退學輔導
8.國際交換生學習輔導

6-1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補助學生辦理

 生活輔導
1.生活、交友及住宿輔導

2.獎學金相關資訊及系上工讀申請相
關資訊
3.導師時間 (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讀書會要點

 生活輔導
1-1 導師輔導活動實施情形紀錄表(教
師每月填報)
1-2 教官生活講話
1-3 住宿生輔導
1-4 僑生、外籍生、特殊需求個案輔導
與轉介
1-5 輔導流程圖
2-1 本系網頁公告
2-2 助教 e-mail 通知各班班代及僑生

3-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期初：生活調適、角色調適
期中：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工
讀輔導
期末：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寒
暑期生活提醒

4、課外活動：
(1)民訪隊

4-1 暑期實施，本系系輔導與補助(大
二學生協助辦理)
3

問卷(待建立)
學習檔案
訪談會議紀錄
輔導紀錄
導師會議
特殊個案輔導會議

(2)公領之夜
(3)服務學習（二）(三)
(4)其他校內外活動(如公沙龍等)

4-2 向服務學習中心申請補助(相關授
課教師申請辦理)
4-3 本系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
理)

5.導師遴薦優良學生獎學金得獎人,以
及輔導學生進行優秀學生選拔

5-1 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5-2 優秀學生選拔辦法

 生涯輔導

 生涯輔導

1.輔系及學分學程選擇輔導
2.企業參訪

1-1 各系輔系及學程申請辦法
2-1 向師培就業輔導組申請補助(系學
會協助辦理)
3-1 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理)

3.生涯輔導相關講座
4.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學習輔導

 學習輔導

1.提供課程地圖輔導學生進行選
課及學習規劃
2.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1-1 學生專業能力指標暨課程對應表
2-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期初：時間管理、學習態度與方法、
讀書計畫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3.各授課老師(Office hour)

3-1 本系教師Office hour(系網公告)
3-2 授課老師注意事項
期初：學習態度與方法、讀書計畫、
提供 Office hour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三
年
級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4.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4-1 期中預警辦法
4-2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

5.讀書會獎勵
5-1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補助學生辦理
6.三下加退選結束後，提供「畢業資
讀書會要點
格審查表」交予學生自行進行檢核。 6-1「畢業資格審查表」
7.未通過外語基本能力檢定的大三及
大四學生，輔導學生申請本校補救教 7-1 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補救教學
學課程
課程修習要點
8.國際交換生學習輔導
9.申請大專生國科會計畫

 生活輔導

 生活輔導

1.生活、交友及住宿輔導

1-1 導師輔導活動實施情形紀錄表(教
師每月填報)
4

問卷(待建立)
學習檔案
訪談會議紀錄
輔導紀錄
導師會議
特殊個案輔導會議

2.獎學金相關資訊及系上工讀申請相
關資訊
3.導師時間 (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1-2 教官生活講話
1-3 住宿生輔導
1-4 僑生、外籍生、特殊需求個案輔導
與轉介
1-5 輔導流程圖
2-1 本系網頁公告
2-2 助教 e-mail 通知各班班代及僑生
3-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期初：生活調適、角色調適
期中：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工
讀輔導
期末：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寒
暑期生活提醒

5.導師遴薦優良學生獎學金得獎人,以
及輔導學生進行優秀學生選拔

4-1 暑期實施，本系系輔導與補助(大
二學生協助辦理)
4-2 向服務學習中心申請補助(相關授
課教師申請辦理)
4-3 本系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
理)
5-1 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5-2 優秀學生選拔辦法

 生涯輔導

 生涯輔導

：
1.輔系及學分學程選擇輔導
2.企業參訪
3.生涯輔導相關講座
4.生涯探索
5.升學就業輔導
6.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1-1 各系輔系及學程申請辦法
2-1 向師培就業輔導組申請補助(系學
會協助辦理)
3-1 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理)
4-1 導師協助

 學習輔導

 學習輔導

1.提供課程地圖輔導學生進行選
課及學習規劃

1-1 學生專業能力指標暨課程對應表

2.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2-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期初：時間管理、學習態度與方法、
讀書計畫

4.課外活動：
(1)民訪隊
(2)公領之夜
(3)服務學習（二）(三)
(4)其他校內外活動(如公沙龍等)

四
年
級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3.各授課老師(Office hour)

3-1 本系教師Office hour(系網公告)
3-2 授課老師注意事項
期初：學習態度與方法、讀書計畫、
提供 Office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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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待建立)
學習檔案
訪談會議紀錄
輔導紀錄
導師會議
特殊個案輔導會議

期中：考試輔導、個別學習狀況輔
導、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期末：個別學習狀況輔導
4.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
5.讀書會獎勵
6.未通過外語基本能力檢定的大三及
大四學生，輔導學生申請本校補救教
學課程

4-1 期中預警辦法
4-2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
5-1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補助學生辦理
讀書會要點
6-1 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補救教學
課程修習要點

 生活輔導

 生活輔導

1.生活、交友及住宿輔導

2.獎學金相關資訊及系上工讀申請相
關資訊

1-1 導師輔導活動實施情形紀錄表(教
師每月填報)
1-2 教官生活講話
1-3 住宿生輔導
1-4 僑生、外籍生、特殊需求個案輔導
與轉介
1-5 輔導流程圖
2-1 本系網頁公告
2-2 助教 e-mail 通知各班班代及僑生

3.導師時間 (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3-1 導師時間注意事項（本校導師制實
施細則）

4.課外活動：
(1)師培生外埠參觀
(2)服務學習（二）(三)
(3)其他校內外活動(如公沙龍等)

5. 導師遴薦優良學生獎學金得獎人,
以及輔導學生進行優秀學生選拔

 生涯輔導
1.升學資訊
2.就業資訊輔導
3.生涯規畫

期初：生活調適、角色調適
期中：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工
讀輔導
期末：壓力調適、人際關係輔導、寒
暑期生活提醒
4-1 暑期實施，本系系輔導與補助(大
二學生協助辦理)
4-2 向服務學習中心申請補助(相關授
課教師申請辦理)
4-3 本系系輔導與補助(系學會協助辦
理)
5-1 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5-2 優秀學生選拔辦法

 生涯輔導
1-1.系網生涯輔導欄(待建立) (導師輔
導)
2-1.系網生涯輔導欄(待建立) (導師輔
導)
3-1 導師協助

4.非師培生至相關機構見習
5.導師時間(導生聚，班會時間，小組
晤談，個別晤談，班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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