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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晨間整潔服務 

一、範圍 

校園公共區域，係指本校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

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即從建物最高樓面垂直投影，而不被垂直投影覆蓋到的範

圍，如：商學大樓廣場為校園公共區域，一樓走廊則不屬校園公共區域)。 

二、公共區域負責班級 

四技一年級，七年一貫制一、二、三年級，共分成 11 個整潔責任區域。 

三、活動時間 

學期間每週一~五(不含國定假日)，上午 7：40~7：45 集合（點名）；7：46~8：05 學生進

行校園分區晨間整潔服務。如遇校慶、畢業典禮(六、日)辦理活動時，由彈性補休日班級

負責活動當日晨間整潔服務。 

四、實施方式 

1. 各區域約有 5~6個班級，以輪流的方式。每日固定 1~2班(上午第一節有課的班級)

至指定地點集合，由輔導老師點名並繳交未到同學名單。 

2. 輔導老師分配該班同學編組、個人負責區域。 

3. 搭乘校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兩段轉乘的同學因抵達時間，無法參與晨間整潔活動，

於一週內課暇時間至勞作教育組完成晨間整潔活動時數。 

4. 完成整潔服務後，掃地用具要確實排放整齊歸位及關閉工具箱門。 

5. 如遇天候影響，由勞作教育組依狀況公佈通知，當日輪值的班級是否暫停晨間整潔

服務。 

五、注意事項 

1. 凡搭校車、大眾交通工具兩段轉程學生未依時報到參加點名者，不予分配工作。自

行運用空堂時間至勞作教育組補足晨間整潔活動時數。 

2. 校內宿舍、校外租屋或騎機車到校的同學未依時報到參加點名者，亦不予分配工作。

自行運用空堂時間至勞作教育組執行校園整潔活動時數 30分鐘。 

3. 晨間整潔服務過程中，閒晃、聊天或買(吃)早餐未積極執行者，經輔導老師直接登

記後，轉由勞作教育組管制執行校園整潔活動時數 30分鐘。 

4. 晨間整潔服務過程中，直接離開或去買早餐者，經由輔導老師直接登記並視同未到，

亦由勞作教育組管制執行校園整潔活動 30分鐘。 

5. 上述 4點注意事項需於一週內(適逢國定假日則順延)完成勞動服務時數，未完成

者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6. 若遇班級實際到場人數偏低時，請縮小範圍且集中人力整理較髒亂的地方。班級因

課程調課無法依表執行晨間整潔活動，由衛生幹事至勞作教育組報備調整時間。 

7. 期中考及期末考期間正常執行晨間整潔活動，校慶及畢業典禮由補假當日的班級負

責晨間整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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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天候因素而停止晨間整潔活動的處理程序:  

(1)若天候有直接影響時，勞作教育組將在 AM06:50前通知當日輔導老師及負責班

級衛生幹事停止晨間整潔活動。 

(2)輔導老師及衛生幹事互留電話，以便提早通知停掃訊息。 

(3)經勞作教育組通知停止當天晨間整潔活動的班級，全班不需補服務。 

(4)因調課改期，改期的當天經勞作教育組通知停止當天晨間整潔活動的班級，全

班亦不需補服務。 

9. 請衛生確實通知未到者於一週內完成補掃時數並簽名確認。晨間整潔班級確認單請

於二天內交回勞作組。 

10. 校內住宿生或校外租屋的賃居生，表排定晨間整潔活動個人未報到參加時，如向勞

作教育組謊稱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校車的同學，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懲處。 

11. 晨間整潔活動如未經勞作教育組或該區輔導老師親自通知停掃時，衛生幹事自行宣

布全班停掃者，衛生幹事則依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辦理。 

六、輔導機制 

1. 當天缺席者於一週內運用自習課時間補 1節課的校園整潔活動，未完成者依學生獎

懲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辦理。 

2. 搭乘校車或大眾交通工具兩段轉乘的同學，於一週內運用空堂時間至學務處勞作教

育組完成晨間整潔活動時數，未完成者依學生獎懲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辦理。 

3. 如需改過銷過者，請依本校改過銷過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執行。 

4. 本活動列入本校非正式課程，除了申請正式公假及喪假不用補服務時數，其他假別

的同學仍應辦理。因公、喪假的同學於請假後務必於一週內至勞作組辦理免補

掃之作業。 

5. 表現認真且確實的同學，請輔導老將名單知會勞作教育組後，給予記嘉獎鼓勵。 

七、如有其他事項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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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區域輔導老師、班級服務時間及集合地點 

 

第一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丁獻宏 教官 1 
星期一 

四運一 B 

集合地點 商學大樓前廣場 2 四養一 A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二 四管一 B 

4 星期三 四管一 A 

5 星期四 七美二 A 

6 星期五 七音三 B 

 

第二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徐玉梅 老師 1 星期一 四財一 A 

集合地點 音樂系館前道路 2 星期二 七音一 A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四服一 C 

4 星期四 四室一 B 

5 星期五 四服一 A 

 

第三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黃永政 老師 1 星期一 四傳一 B 

集合地點 教育大樓提款機旁休閒區 2 星期二 七美二 B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七美三 A 

4 星期四 四旅一 A 

5 星期五 七舞二 A 

 

第四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鄭琇文 老師 1 星期一 四商一 A 

集合地點 美術系館前廣場 2 星期二 七舞一 A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七美三 B 

4 星期四 七美一 B 

5 星期五 七美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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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張宏禮 教官 1 
星期一 

四企一 A 

集合地點 圖書館前廣場 2 四舞一 A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二 四運一 A 

4 星期三 四美一 B 

5 星期四 四資一 B 

6 星期五 四生一 A 

 

第六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吳媛媛 老師 1 星期一 四傳一 C 

集合地點 服設館前廣場 2 星期二 四生一 B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四英一 A 

4 四英一 B 

5 星期四 四容一 B 

6 星期五 四容一 A 

 

第七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陳珮慈 組長 1 星期一 四商一 B 

集合地點 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2 星期二 四服一 B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四尚一 A 

4 星期四 四動一 A 

5 星期五 四旅一 B 

 

第八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陳昀昀 老師 1 星期一 四容一 C 

集合地點 第二校門口旁人行道 2 星期二 四漫一 B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七舞三 A 

4 星期四 四資一 A 

5 星期五 四旅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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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林佳蓉 組長 1 星期一 四幼一 A 

集合地點 漢家幼稚園旁廣場 2 星期二 四尚一 B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四餐一 B 

4 星期四 四動一 B 

5 星期五 四幼一 B 

 

 

第十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郝春富 教官 1 星期一 四樂一 A 

集合地點 生科大樓前廣場 2 星期二 四美一 A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七音二 B 

4 星期四 四傳一 A 

5 星期五 四餐一 A 

 

 

第十一區 編號 時間 班級 

輔導老師 范銚燻 老師 1 星期一 四室一 A 

集合地點 教學大樓（T 大）前廣場 2 星期二 四漫一 A 

整潔服務流程 
7:40-7:45 集合點名 

7:46-8:10 進行晨間整潔服務 

3 星期三 七音三 A 

4 星期四 七音二 A 

5 星期五 四商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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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普通教室及專業教室大掃除整潔工作 

一、範圍 

普通教室及專業教室教內外地面、牆面、天花板、窗戶、冷氣濾網。 

二、負責班級 

依照各系所分配之整潔區域分配進行打掃。 

三、活動時間 

開學當週、期中考週及第十八週由導師督導進行大掃除。 

四、清掃重點順序 

1. 一般垃圾（不可回收）清運、可回收物分類（便當盒、瓶罐、塑膠杯盒、書本）與清

除菸蒂。 

2. 天花板蜘蛛網清除、地面清掃及拖地。 

3. 黑板擦拭乾淨、黑板溝清理乾淨。 

4. 門框、窗戶及窗台擦拭乾淨。 

5. 清洗冷氣濾網。 

6. 桌椅排列整齊，並清理乾淨。 

7. 電子講桌及講台內外清潔乾淨。 

8. 教室內、外走廊掃拖。 

五、輔導機制 

1. 請導師協助輔導與督導清潔，當日大掃除後請衛生幹事立即將整潔自檢表繳回勞作教

育組，複檢不通過且未改進或未大掃除的班級，將於勞作組指定時間全班進行服務學

習 2 小時，未完成服務學習 2 小時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七條第一款「獲書面告

誡且應接受教育訓練、心理輔導或勞作教育，卻無故未完成者。」予以申誡一次。 

2. 未輔導班級進行大掃除活動之導師，於 “輔導評鑑”中學務行政配合之「未協助或未

出席班級輔導、相關活動或督導點名」每次減 1 分。 

六、如有其他事項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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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後教室整潔工作 

一、範圍 

普通教室及專業教室教內地面。 

二、負責班級 

各上課使用班級。 

三、活動時間 

該科目下課後。 

四、清掃重點順序 

1. 教室內外平台、講台四周、抽屜及鞋櫃之垃圾、毛屑、灰塵清除乾淨並逐一分類回收。 

2. 垃圾請丟至垃圾場，資源回收物請送至勞作組過磅，以累計該班資源回收之績效。 

3. 隨手做好垃圾分類措施，各大樓設有垃圾分類點，依指示確實分類。 

4. 若有液體打翻，應立即清潔乾淨。 

5. 黑板擦拭乾淨、黑板溝清理乾淨。 

6. 電燈、電扇、冷氣請關閉。 

7. 桌椅排列整齊。 

五、輔導機制 

1. 合班上課的班級，於開學後第 1 週請授課老師

輔導班級學生選出正、副衛生幹事各 1 位，以

督促班級進行課後整潔及資源回收工作。 

2. 社團課程結束，由社長督導社員進行課後整潔

及資源回收工作。 

3. 上一節班級下課後若未維持該教室整潔，下一

節課使用之班級下課前也要將該教室整理乾

淨，並由衛生幹事運用教室內的電腦或智慧型

手機至勞作教育組網頁內的課後教室整潔數

位平台，傳輸教室內的整潔情形及照片，勞作

教育組會進行確認後通知該班改進及知會授

課老師加強輔導。 

4. 接獲第三次以上(含第三次)通知改善之班級，該班應於勞作組規定時間內全班進行服務

學習 2 小時，未完成服務學習 2 小時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七條第一款「獲書面

告誡且應接受教育訓練、心理輔導或勞作教育，卻無故未完成者。」予以申誡一次。 

5. 收到教室整潔通知單的班級，對於該通知單登記的時間、地點、內容有疑問或錯誤時，

請衛生幹事至勞作教育組查詢、更正。 

6. 如有其他事項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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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正.副衛生幹事之職責 

一、 勞作教育組所有訊息公告有：勞作教育組的網頁最新消息、FB 專頁、通知單、宣導單。 

二、 擔任班上正、副衛生幹事的同學務必加入勞作教育組 FB 專頁。 

      
 

三、 向班上同學轉達勞作教育組的宣導事項。 

四、 宣導單、通知單一律至勞作教育組的儲物櫃領取，領取及繳回時請衛生幹事要簽名確認。 

五、 七年一貫一、二、三年級及四技一年級的正、副幹事務必將每週未參與班上晨間整潔活動

同學的確認單於 2 天內繳回勞作教育組，未繳交的幹事則比照輔導機制施以勞動服務 2 個

小時，未完成者得以申誡懲處。累積三週未繳交紀錄表之正副衛生幹事，得申誡一支懲處。 

六、 召集衛生幹事開會時請準時出席會議，以免影響班上同學的權益及勞作教育組作業時程。 

七、 負責領取、保管班上的垃圾袋、抹布、菜瓜布及清潔劑、掃地用具等清潔用品。 

八、 如有其他事項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訂定。 

  

勞作教育組 FB粉絲專頁        勞作教育組 衛生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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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清潔用具（品）管理規定 

一、 為養成本校教職員工生惜用公務，實施進行清潔用具(品)管理，列管清潔用具（品）如下

表所示： 

清潔用具（品）總類一覽表 

1.垃圾袋 2.抹布 3.菜瓜布 4.穩潔 5.去污粉 6.刮水器 

7. 垃圾架 8.水桶 9.擰水器 
10.玻璃刮刀

(另有替換頭) 
11.地板刷 

12. 棉 布 ( 點

膠)手套 

13.鋼刀 14.靜電拖把 15. 長柄掃把   
 

 

二、 每學期班級限制領取用品數量如下： 

(1)抹布*3條。 

(2)如有垃圾袋需求請至勞作教育組。 

(3)超出上述數量者，請班費自行購買。 

(4)其餘未列出之品項，一律須押證件借用。 

三、 每學期系科、行政單位限制領取用品數量如下： 

(1)抹布*3條。 

(2)垃圾袋*4捲。 

(3)菜瓜布*1片。 

(4)超出上述數量者，領取時請註記理由。 

(5)其餘未列出之品項，領用時請登記及註記理由，若不堪使用，需將損壞之用具繳回換

新的用具。 

四、 若有特殊需求者，請一律押證件填寫借用單，並於使用完畢後，繳回勞作教育組，另清潔用

品如穩潔、去污粉等，其內容物已使用完，亦須將空瓶罐繳回勞作教育組，方可領回證件。 

五、 清潔用具如抹布、菜瓜布等，若於學期中已不堪使用，需繳回該項用具，方可更換，否則

該學期將不再提供該項物品。 

六、 如有其他事項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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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晨間整潔區域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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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晨間整潔輔導紀錄表(範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晨間整潔輔導紀錄表(單位留存)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晨間整潔輔導紀錄表(班級留存) 

班別：  週次：第   週 班別：  週次：第   週 

區域：第   區  區域老師： 區域：第   區  區域老師： 

序 學 號 姓 名 
簽

到 

簽

退 
補掃簽章 

  

序 學 號 姓 名 出席狀況 備註/缺席簽名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8       08     

09       0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0     

41       41     

42       42     

43       43     

44       44     

區域老師：            (出席簽名) 
應到： 人 

實到： 人 

缺席： 人 

未簽到

(退)： 

人 

 

  

區域老師：        (出席簽名) 
應到： 人 

實到： 人 

缺席： 人 

未簽到

(退)： 

人 

 

班級導師：           (出席簽名) 班級導師：         (出席簽名) 

注意事項： 

請輔導老師確實進行點名，並在簽到簽退欄位打 v。 

請將紀錄表於當天點名完後送至勞作教育組(S101)。 

凡正式申請公、喪假者可免除補掃，其餘假別依規定進行補掃服務。 

表現認真且確實的同學，名單送至勞作教育組申請嘉獎鼓勵。 

注意事項： 

請衛生確實通知未到者於一週內完成補掃時數並簽名確認。此確認單於

二天內交回勞作組。 

未到者請於一週內補掃，如仍未完成者得以申誡一次懲處。 

凡正式申請公、喪假者可免除補掃，其餘假別依前項規定進行補掃。 

如對本紀錄有所疑問請洽輔導老師或至勞作教育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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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教室課後整潔工作通知單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室課後整潔工作通知單（第一次，綠色紙張）（第二次，藍色紙張）

（第三次，粉紅色紙張）  

 

  

教室編號 
 上一節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第    節 

上一節 

上課課程 

 上一節 

上課班級 

 

上一節 

授課老師 

 

填表班級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任課老師  

具有下列情形,請在□內打¨ˇ¨。 

1.□電腦、軍護、語言等教室外之平台、鞋櫃上的垃圾未清除。 

2.□教室內走道、講台四周垃圾未清除。 

3.□垃圾架垃圾未清除。 

4.□教室外走廊垃圾未清除。 

5.□電燈、電扇、冷氣未關。 

6.□黑板未擦拭。 

7.□座位桌面、網架（抽屜）的垃圾未清除。 

8.□未實施垃圾分類。 

9.□飲料殘留地面。 

10.□大量飲料殘留地面，未清除乾淨。 

填表須知： 

1.上一節班級若未維持教室整潔，下一節課使用之班級由衛生填寫此通知單（只要填寫上列 

的表格，下列的會簽單位不用填寫），並請任課老師簽名。 

2.為維護校園整潔、提供同學良好學習環境，未維持教室整潔之班級依據上列缺失改進。謝謝

合作！  

勞作教育組 授課老師 班級導師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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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各大樓室內掃具放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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