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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會前禱

耶穌會單位 代表嚴任吉神父



教宗復活節文告：

今天，教會再次重複、首批門徒們的宣告：「耶穌復活了！」「阿肋路亞！

阿肋路亞！」

基督活著，祂是我們的希望。

復活的基督，在這個世界，總是在最美好的「青春活力」當中，展現了復活

生命、永恆的希望與光輝。

凡耶穌基督所接觸過的，都變的年輕，煥然一新，充滿生命。

為此，我首先要向每一個青年和每一個基督徒說：

耶穌活著，而且他要你充滿活力。

祂在你內，祂與你同在，而且從不會離去。

無論你走的多遠，復活的主都在你身邊，祂召叫你，並等待你重新開始。

若你因悲傷、怨恨、恐懼、疑惑，或失敗，而覺得自己老了，無力了，祂都

會在那裡，給你重新開始的力量和希望。



全能、仁慈的天主父：
我們感謝你、讚美你，因為你派遣耶穌基督、降生成

人，為我們受苦、受難，死而復活。透過對耶穌基督

復活的信仰，我們相信一切困難，都有解決的方法。

一切痛苦、失望，都有超越、成功、復活的希望。

今天，在學務會議開始之前，我為在場的、每一位，

無論是直接、間接與學務工作有關的伙伴祈禱。



讓我們具備關懷學生，解決學生困難、滿足學生需求的服

務態度。輔仁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本、關懷，是全人教

育，讓我們在時代變遷、價值觀混亂，

甚至在社會充滿不安、對立、抗爭氣氛的當下，學習有開

放的態度，並具有良性溝通，分工合作的能力。

特別求祢賜給我們信心、及力量，在黑暗、困惑當中，做

學生一盞明燈，讓我們學習「彼此相愛」，建立光明、有

希望、生命共融的校園。

以上所求，靠我們復活的主基督之名。阿門！



江 漢 聲 校 長

02 師長致詞



1. 軍訓室曹育榕中校教官救火有功。

2. 教育部107年度捐血績優學校。

3-1.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榮獲自治性、綜合性特優獎。

歐洲劍術社榮獲體能性甲等獎。

3-2.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B組：

國樂社榮獲國樂合奏優等。

管弦樂銅管五重奏優等。

4.  國際傑人會第二十六屆傑青獎：

課指組林淑君同仁榮獲「傑出指導老師獎」。

醒新社榮獲「十大傑出社團獎」。

繪本服務學習社王貞懿同學榮獲「十大傑出領袖獎」。

03 呈獻與表揚



軍訓室曹育榕中校教官救火有功



教育部10７年「捐血績優學校」



107年度輔大辦理3場捐血活動，
共募得2,391袋熱血，捲動513

名首捐者。
本校課指組所屬輔大社服校園
獅子會志工隊與校園熱血獅委

員會合作，捲動陽明、交大、
清大等26所大專校院28個校區
共襄盛舉， 107 年度共募得

12,570袋熱血，捲動2,936名
首捐者。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大專團體B組



國際傑人會第二十六屆傑青獎



王英洲學務長

04 主席報告



企業主動約面試
輔大名列第二
打敗成大、清交

#LINE_TODAY



















「輔仁學務Line@服務網」整合
校內學務相關單位(生輔組、課
指組、衛保組、資源教室、職輔
組、僑陸組、原資中心、軍訓室、
導師團隊及學生學習團隊)之重
要業務，提供同學第一手的學務
資訊。

輔仁學務Line@
服務網簡介



年度
種類

104 105 106

語言類證照及檢定 1,905 1,975 1,724 

專業證照及檢定 437 335 315 

資訊電腦類認證 62 46 34 

國家考試 17 9 15 

總計(人次) 2,421 2,365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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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照 統 計



輔導項目名稱
107年度補助人次
(人次/實際人數)

107年度補助學生
總經費

多元學習輔導助學金 741/217 2,488,200

多元學習輔導獎勵金 312/124 338,550

專業技能暨證照報名費補助金 30/30 66,145

專業技能暨證照獎勵金 35/33 102,000

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 35/35 149,000

學業成績優秀獎勵金 56/56 955,000

成功媒合就業獎勵金 2/2 10,000

總 計 1,211/497 4,108,895

深耕起飛
經典學習

辦理單位: 學務處
舒德樓4F(處本部)





營造校園無菸害環境



你們看看輔仁大學學生的素質
一定要吃的這麼慘烈嗎？

也不整理？
替台灣的教育感到悲哀。



33

緣由 宜真宿舍一到五早上08:30左右開始都會有落葉
吹風機聲音震耳欲聾，嚴重影響努力讀書的同學
的睡眠，可能已造成精神影響。

摘要 每週一到五，早上08:30左右。學校落葉吹風機工作時間不
合理，影響宿舍同學的休息權益。

具體
建議

落葉掉落的時刻是一整天都會有，因此不必要每天早點08:30吹
掃。建議改成下午時分，比較不會影響同學休息。 若同學有舒
適的睡眠品質，可以有效提升我校學術及整體競爭力。

愛校建言 #2499

愛校建言，師長無言…..



34

緣由 繳交學雜費就是包含所有的課程內容，系上課堂裡
有額外的活動，為什麼還要多收錢，已經繳了學雜
費卻要額外支出；在會話課有話劇的比賽，卻還要
我們繳交課堂外的費用，那學雜費繳交的意義在哪
裡？若不改善是不是要把話劇比賽停辦，這樣就不
會有其它的收費爭議了。浪費了大家的時間和錢，
何必呢

摘要 收款以及課程上的額外活動

具體
建議

停辦話劇活動

愛校建言 #2488

愛校建言，師長無言…..



35

緣由 3/13發現教室有蜜蜂三隻，3/20發現教室有一
隻，外面有一隻。
非常懼怕蜜蜂，麻煩請處理。

摘要 LI400教室

具體
建議

請學校盡快處理⋯檢查教室附近是否有蜂窩。

愛校建言 #2507

愛校建言，師長無言…..



36



利瑪竇無障礙示範道路 (夜間 )



38

友善校園暨多元文化空間-原民之窗

整修前

美化後



中 央 走 道
公布欄美化(夜間)



輔 仁 大 學 辛 苦 的 學 務 團 隊



















學 務 處 各 單 位

05 學務工作報告與諮詢



06 提案討論



【提 案】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輔仁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

說 明：

一.依本校畢業校友意見回饋及實際需求辦理。

二.檢視本校現行「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如下：

(一)頒訂時間過於久遠（前次修訂為九十一學年度，16年前）。

(二)第二條（一）每一學生基本分為82分，經與友校相比本校相對偏低，

確有調整修正之必要性（友校操行成績如附表）。

三.為使本校畢業生於職場或繼續深造進修更具競爭力，故研提修正（提高）

學生操行成績基本分為86分「含獎懲紀錄加（減）分標準」。

辦 法：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後，於108學年度公布施行。



校 名 基本分 最高分 成績
有獎懲以外
評定方式

大功(過)
加減分

小功(過)
加減分

嘉獎(申誡)
加減分

1 中國文化大學 82 95 等第 有 +-7.5 +-2.5 +-1

2 銘傳大學 86 100 等第 有 +-7.5 +-2.5 +-1

3 中原大學 82 95 等第 有 +-7.5 +-2.5 +-1

4 逢甲大學 87 96 分數 無 +-9 +-3 +-1

5 東吳大學 85 無 等第 無 +-9 +-3 +1-

6 實踐大學 82 95 等第 有 +-7.5 +-2.5 +-1

7 臺北醫學大學 85 100 等第 無 +-7.5 +-2.5 +-1

8 淡江大學 84 100 分數 有 +-9 +-3 +-1

9 輔仁大學 82 100 分數 無 +-7.5 +-2.5
+-0.8
(第三次+-
0.9)

10 台灣大學 以獎懲紀錄取代操行成績







06 臨時動議



07 主席結論



THANK YOU

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