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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及相關業務報告 
    COVID-19防疫: 

一、防疫期間學生健康追蹤關懷： 

關懷境外生入境後居家檢疫 14天健康情形，並登錄衛福部追蹤關懷系統。本年度八月至今(10.18)

共 3名確診(2名已解除，1名住院中)，系統追蹤境外生共 268人，完成居家檢疫已達 178人。` 

二、教育部防疫經費補助：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防疫物資或防

疫相關經費』」，計新台幣三百萬元整。 

三、校園防疫措施：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11.29 宣布對於公眾集會活動規範及教育部

110.09.07 函文「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理指引」各項防疫重點原則

滾動式修正本校防疫措施，並即時公告於本校防疫專區及衛保組網頁。校園內集會活動辦理需進行

風險評估並填妥防疫檢核表。 

四、校內實聯制： 

校園各場域 QRcode已於 9月底建置完成，各建物樓層業管單位可於學校首頁「自主健康管理平台」設

定地點代號與名稱並下載建置；師生進入各場所請掃描 QRcode，以落實實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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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事務工作報告 
學務處處本部 

 

一、輔仁大學 110年高教深耕起飛學生學習輔導獎勵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

學協助機制」110 年度教育部核定總經費 788 萬 6,000 元，依教育部規定，用於推動經濟與

文化不利學生(起飛學生)之學習輔導協助機制。 

（二）申請對象：本校起飛學生，在學大學部及繳交全額學雜費之碩士班（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且符合下列各身分之一: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

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

生(生活/共同助學金)、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生、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

女之學生。 

（三）獎勵類別定有九項：多元學習輔導助學金、多元學習輔導獎勵金、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學

業成績優秀獎勵金、專業技能暨證照報名費補助金、專業技能暨證照獎勵金、成功媒合就業

獎勵金、健康照顧補助金、安心向學補助金。 

（四）詳細申請規定請參閱《深耕起飛 經典學習》網站及 LINE@服務網－「深耕♥起飛」。 

 

 

 

 

 

二、導師業務 

 

(一)「導師時間」的運用：為落實本校導師輔導工作並發揚導師輔導特色，敬請各院系、各班級

導師配合辦理相關事宜：  

1.導師應於本校所安排之導師時間（每週三第五、六堂課），擔任該班學生輔導工作，並了

解班級動態；導師時間之運用，包含參加全校、院、系導師會議及相關研習活動。  

2.全校各院系應避免於「導師時間」要求導師參加非關導師輔導之會議及活動。各班級導師

亦不得挪用「導師時間」作為補課、考試或舉辦非關導師輔導的會議及活動（帶領導生班

級參與活動除外）。  

 

(二)導師輔導系統： 

1.(一)網址：http://advisory.dsa.fju.edu.tw/M3/ 

2.依據｢輔仁大學導師輔導工作實施辦法｣，第四條班級導師之職責的第四款｢與學生個別談話

每學期每人至少一次，並應登錄輔導基本資料於導師輔導系統中。｣ 

3.提醒導師在教學研究公忙之餘，請不要遺漏登錄工作，與學生個別談話輔導後，務必至｢導師

輔導系統｣登錄輔導紀錄。 

 

http://advisory.dsa.fju.edu.tw/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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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1學務處導師業務重點內容：導師研習會議暨導師輔導網絡宣導計畫；導師輔導知能培訓

計畫；導師班級經營成果獎勵及分享計畫；疫起守護—續翔計畫」；配合防疫期間境外生關懷

；導師輔導系統建置計畫；院導師輔導工作經營與推展暨導師時間課程活化系列活動；輔仁輔

人E-book導師輔導之能數位教材開發計畫；辦理導師時間課程教材建構計畫。 

(四)LINE@輔人輔仁：學務處結合LINE@行動平台，首創｢輔仁學務LINE@服務網｣，並推行｢LINE@輔人

輔仁2.0｣的數位行動載具的導師輔導運行機制，敬請各院系主管及導師下載運用。掃描以下QR 

Code即可加入LINE@輔人輔仁： 

 

 
   

(五)導師業務聯絡方式 

1.學務處導師工作團隊： 

姓名 E-mail 分機 

李青松(主任導師) 050814@mail.fju.edu.tw 6400 

鄭津珠 002486@mail.fju.edu.tw 2138 

蔡孟芸 149792@mail.fju.edu.tw 3779 

藍博耀 071158@mail.fju.edu.tw 6411 

吳宏銘 043144@mail.fju.edu.tw 3197 

 

2.進修部導師工作團隊： 

姓名 E-mail 分機 

陶莘華(行政督導)  060862@mail.fju.edu.tw 2806 

鄭琇伊 152950 wecare@mail.fju.edu.tw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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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 

 
一、110 學年度新生定向輔導教育辦理說明： 

(一)新生開學典禮暨輔導教育已於 110.09.17 (五) 08:30至 15:30時，以先期錄製視訊方式實施

完畢。 

(二)家長諮詢服務已於 110.09.18 (六) 各學院、系，以視訊辦理完畢，若涉及校部權責單位事項，

則由各學院、系蒐整家長提議事項後，由生活輔導組統一彙辦相關權責單位回覆。 

(三)新進轉學生資源簡介與座談日間部及進修部已分別於 110.09.29 (三) 13:00 至 15:30 時及

20:30至 21:40時，以視訊方式實施完畢。 

二、校慶感恩慶祝大會訂於 110.12.03 (五) 19:00至 20:30時舉行。會中除頒發「傑出校友獎」(9名)

及「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獎學金」(5名)與「感悘致謝」(20名)外，並安排精彩節目演出。 

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及防制校園霸凌業務： 

(一)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防治業務設於學務處生輔組，受理校園性平事件調查。相

關資料可至性平會網站下載申請書或至生輔組索取，填妥後送至生活輔導組，受理後依據性平

法進行調查。本學年度截至 110.10.20 (三) 止校園性別事件共有 14 件通報案件及 5 件調查

案件，依法後續處理中。 

(二)本校防制校園霸凌事件調查業務設於學務處生輔組，相關資料可至生輔組索取，本學年度截至

目前為止校園霸凌事件共有 2件通報案件及 1 件調查案件，依法後續處理中。 

四、班代表座談會：110學年度第 1學期班代表座談會，分 3場次召開： 

(一)「日間部學士班」110.10.13 (三) 13:30時以 Microsoft Teams舉行。 

(二)「進修部學士班」110.10.13 (三) 20:40時以 Microsoft Teams舉行。 

(三)「碩士班」110.10.20 (三) 11:00時以 Microsoft Teams舉行。 

會中將宣導各行政單位舉辦之活動及業務訊息，並進行意見交流。 

五、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一)弱勢(共同)助學金：每學年上學期申請，下學期由學雜費扣減。110學年度自 110.10.01 (五) 

起至 110.10.20 (三) 止受理申請。 

(二)生活助學金：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活助學金，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理委員會審定，通過

231 名(研究所 19、日間部 202 名、進修部 10 名)同學申請，業已分配至行政單位或系所，進

行每月 30小時之服務，每月發給 6,000元助學金，為期 3個月。 

六、就學補助項目-清寒學生助學金：110學年度第 1學期清寒助學金，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理委員

會審定，通過 64名(研究所 5名、日間部 45 名、進修部 14名)學生申請，每月於所屬學系服務 30

小時，每月發給 6,000元助學金，為期 3個月。 

七、校內獎助學金： 

(一)輔仁大學鼓勵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110 學年度「輔仁大學鼓勵學士班成績

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理委員會審定，通過發給 50名同學當

學期應繳學雜費等額之奬學金。 

(二)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獎學金：110 學年度「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獎學金」，業已發文三創辦單

位及醫學院與進修部各遴選推薦 5 名同學，提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公布，並於校慶典禮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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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外獎助學金：本學期截至 110.10.20 (三) 共公告 124項；申請資訊及申請表格上載於「學務處

獎(助)學金資訊系統」，欲申請者可上網查看詳細資訊。 

九、就學輔助專案－學雜費分期繳納：為免因經濟因素，無力一次籌足全額學雜(分)費之學生因而失學，

故辦理此項就學輔助專案以協助其安心就學，本學期截至 110.10.20 (三) 止計有 13 名學生提出

申請。 

十、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本學期截至 110.10.20 (三) 共補助 7名學生(日間部 4名，進修部 3名)，

補助金額計 85,000元(日間部 45,000元，進修部 40,000元)。 

十一、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一)本學期截至 110.10.20 (三) 本校共計 1,398 名(日間部 1,121名，進修部 277名)學生申請，

補助金額計 49,645,561 元(日間部 44,233,047元，進修部 5,412,514 元)。 

(二)每學期辦理時間為學期末提出下學期之學雜費減免申請，學雜費繳費單可直接扣除減免金額。

另訂補辦時間【開學第一週內】申請的同學，必須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並將學雜費繳費收據正

本，連同申請表及相關證件至生輔組辦理。 

十二、學生就學貸款： 

(一)本學期截至 110.10.20 (三) 計 4,549名(日間部 3,645名、進修部 904名)學生提出申請，

貸款金額總計231,485,393元(日間部199,499,613元，進修部31,985,780元)已於110.10.08 

(五) 將資料上傳至教育部就學貸款彙報系統，查調學生家庭年所得。 

(二)就學貸款宣導講習：於 110.11.23 (二) 假野聲樓谷欣廳辦理，讓學生了解就學貸款辦理之

相關規定及程序。 

(三)臺灣銀行到校辦理下學期就學貸款對保作業：訂於 111.01.13 (四) 及 111.01.14 (五) 假

野聲樓谷欣廳辦理，請臺灣銀行派員至學校幫學生辦理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對保作業，讓學

生直接於學校辦理，免至銀行奔波往返。 

十三、學生獎懲業務： 

(一)於 110.11.22 (一) 12:10時，假野聲樓三樓第 1會議室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第 1次會議，

討論重大獎懲案。 

(二)110 學年第 1 學期提報各班級、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主要幹部獎懲建議案，截止日期：

110.12.17 (五) 。為響應環保少紙化政策，不再發送紙本公文，以校內發文傳送，敬請導師

於期限內提報。 

十四、學生團保業務： 

(一)110-111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業務由三商人壽承接，本學期初起至 110.10.20 (三) 止，受

理學生團體保險理賠案共計 132件(日間部 113件、進修部 19件)。 

(二)依教育部作業原則規定，應鼓勵同學參加保險，但非強制性，如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者，需

填寫「不參加切結書」。 

十五、拾物招領：拾得物招領網站 http://www.net.fju.edu.tw/lost/ 

十六、愛校建言：本學期截至 110.10.20 (三) 止愛校建言共計 189案，已結案計 145案，已分案權責

單位處理尚未回覆計 44 案。若學生反映相同事件三則以上，列為優先處理件，以紙本方式敬會相

關單位優先處理，以避免衍生為媒體事件。 

十七、兵役業務： 

(一)為離校學生申報緩徵原因註銷，合計 265人(日 193人、進 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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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延長修業男生申辦緩徵召延長，合計 704 人(日 466人、進 238人)。 

(三)為新生及復學生申辦緩徵，合計 1582人(日 1028人、進 554人)。 

(四)配合學校 E 化註冊，新生及復學生兵役資料整理與學號輸入檔案後 E-MAIL 給資訊中心，總

計：1392件。 

(五)為補交資料的新生及復學生在註冊系統完成兵役註冊，合計 764人(日 754人、進 10人)。 

(六)將畢業生資料輸入兵役資料庫，合計 1892人(日 1654人、進 238人)。 

(七)申請兵役暫緩徵集用證明書，合計 18人(日 12人、進 6人)。 

(八)申請已役教育召集在學證明，合計 2人(日 0 人、進 2人)。 

(九)役男出國進修申報，合計 0人(日 0人、進 0 人)。 

十八、交通安全教育及宣導： 

(一)於 110.11.04 (四) 12:00 至 14:00時，假風華再現廣場舉辦「110-1 期中考歐趴糖分享」活

動，本次宣導活動藉由同學喜愛的小點心「乖乖」為主軸，傳達學校師長對學生期中考試辛

勞的鼔勵、關懷之情，祝福所有同學「學習乖乖~期中考 ALL PASS 啦！賃居關懷我乖乖~租

屋停看聽，安全又放心」，並加強宣導交通相關重要校園安全事項，避免同學因過度辛勞準

備考試，忽略自身交通安全警覺，活動期間並恭請使命副校長、學務長、軍訓室主任等師長

在現場分送 ALLPASS 糖，使所有同學倍感師長關懷之情。 

(二)於 110.11.12 (五) 10:00至 12:00時，舉辦邀請本田安駕中心專業講座蒞校舉辦品德教育

推廣與深耕計畫之交通安全講座，以「交通道路處罰條例好重要，千金難買早知道」為題，

進行演講分享撫配闖關活動，加強全校師生對道路處罰條例的認知，落實社會倫理。 

(三)110.12.08 (三) 10:00 時，假第一會議室，召開本校 111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委員。 

十九、賃居生輔導： 

(一) 於 110.10.21 (四) 10:00至 12:00時，假焯炤館地下演講廳舉辦「110學年度賃居生座談

會」，本次座談會特別與新北市政府城發局、崔媽媽基金會合作，提供「租屋知識知多少，

租屋停看聽」為主軸，邀請賃居專業律師-黃書瑜律師及網紅漫才- 黃蓉，夏大寶，微笑

丹尼等 3位，以「即興劇」方式為租屋停看聽開場，以面對面對話方式，激勵賃居生深度熟

悉租屋重要大小事，提昇渠等租屋安全知能。 

(二) 於 110.11.04 (四) 假風華再現廣場舉辦「110-1期中考歐趴糖分享」活動，本次宣導活動

藉由同學喜愛的小點心「乖乖」為主軸，傳達學校師長對學生期中考試辛勞的鼔勵、關懷之

情，祝福所有同學「健康乖乖~期中考 ALL PASS 啦！交通安全我乖乖~路口安全-路口慢看

停，行人停看聽」，並加強賃居安全相關重要校園安全事項，避免同學因過度辛勞準備考試，

忽略自身交通、賃居安全警覺，活動期間並恭請使命副校長、學務長、總教官等師長在現場

分送 ALLPASS糖，使所有同學倍感師長關懷之情。 

(三) 於 110.12.21 (二) 假風華再現廣場舉辦「110學年賃居關懷-冬至送湯圓，圓滿一整年」

活動，活動中加強宣導租屋簽約停看聽重要資訊，提昇賃居生正確安全的租賃知能。 

二十、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一)110.10.27 (三) 假本校野聲樓第一會議室舉行「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特定人員名冊審

查暨春暉輔導會議」，研討列管特定人員輔導狀況，以確保個案不再有濫用藥物情形。 

(二)預於 110.11.04 (四) 假本校風華再現廣場舉行「110學年度第 1學期歐趴糖－反毒宣導」，

以分發歐趴糖宣導毒品的危害性，達到反毒宣導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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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辦理各社團及學會行政課程，加強社團及學會運作技能： 

（一）110.09.02(四)於線上舉行文藝傳教、社科醫學院與學術性、休閒性社團行政課程，共計 126

人參加。 

（二）110.09.09(四)假線上舉行辦理民生、織品學院系學會與服務性社團行政課程，共 85人參加。 

（三）110.09.10(五) 假線上舉行理工、外語學院系學會及音樂性社團行政課程，共計 72人參加。 

（四）110.09.02(四) 假線上舉行法管學院系學會暨藝術性社團行政課程，講解活動、經費申請及

核銷相關注意事項，共計有 55人參與。 

（五）110.09.17(五)於進修部地下演講廳，舉辦法管學院系學會暨藝術性社團行政課程，講解活

動、經費申請及核銷相關注意事項，共計有 62 人參與 

二、110.10.11(一)於焯炤館地下演講廳辦理課外組場地協調說明會。 

三、110.09.23(四)於線上召開社團經費審核會議，審核本學期社團之經費案。 

四、函邀學會、社團與校內各級行政單位，報名參與 110.10.06-07課外組器材認證班，學生社團與自

治組織共有 223人報名參與。 

五、110.10.12(二)-14(四)假風華再現廣場舉行社團迎新博覽會相關活動，每日中午並由各表演社團

輪番炒熱迎新氣氛；因疫情，110.10.13(三)晚間時段於百鍊廳以不開放觀眾舉行線上直播迎新晚

會，共計 15個社團接力演出，內容包羅萬象、豐富多元，展現本校學生社團活力與熱情；本次迎

新活動共 77個社團+11個行政單位靜態招生攤位及動態晚會表演等方式，展現各屬性社團之活力

與熱情，吸引新生參加社團之活動。 

六、開設社團菁英人才培訓課程並開始接受報名，課程資訊如下： 

課程名稱 Illustrator 

平面設計訓練班 

Photoshop 

影像設計訓練班 

After Effect 

動態影像後製 

設計訓練班 

手機攝錄影 

實作課程 

授課講師 Albert Albert Frank Frank 

課程時間 10/12、10/19、

10/26、11/16、

11/23、11/30、

12/7、12/14 

週二晚上 

19：00-22：00 

共計八堂課 

24小時 

10/8、10/15、

10/29、11/19、

11/26、12/3、

12/10、12/17 

週五晚上 

19：00-22：00 

共計八堂課 

24小時 

10/12、10/19、

10/26、11/16、

11/23、11/30、

12/7、12/14 

週二晚上 

19：00-22：00 

共計八堂課 

24小時 

10/9、10/16 

週六上午 

10:00-17:00 

(午休一小時) 

共計兩堂課 

12小時 

課程地點 Teams Teams Teams ES401 

參加人數 123 110 8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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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 
 

一、業務項目： 

學生健康檢查、校園傳染病防治、餐廳飲用水衛生管理、各項衛生教育宣導、急救教育推廣、事故

傷害防制、健康促進學校專案、校園緊急事件處理，以及校園防疫相關工作等學校衛生業務暨特殊

教育學生輔導，相關訊息請參考衛保組網頁。 

二、新生健康檢查： 

（一）110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因應 COVID-19 防疫本(110)學年度新生健檢，採病檢分離、容額分

流、線上預約方式，假輔大附設醫院實施，健檢日期：110.10.13(三)～110.10.23(六)共計 11

天；依照感控原則，本國生與境外生分開進行健檢，境外生於指定日期可持衛保組證明文件至

輔醫職業健檢中心(B2)受檢，仍可享有健檢優惠專案價。 

（二）110學年度入學新生健檢報告書輔醫預計於 110.12.03(五)郵寄予受檢者；尚未完檢學生儘速

完成補檢，並將報告書繳回衛保組，以利完成註冊程序。 

（三）健檢異常項目追蹤複診：由輔醫隨同健檢報告書發予學生，進行學生異常項目追蹤矯治、健

康指導及特殊重大異常個案管理。 

（四）新生健檢結果分級資料由資訊中心匯入導師輔導系統，透過系統老師可概略瞭解學生健康狀

態，適時予以關懷協助。 

三、緊急傷病處理：` 

（一）校內一般及緊急傷病處理：(08.01~10.18) 

1.一般傷病 57人次。 

2.緊急傷病 4人次。 

（二）支援全校性重大活動，設置臨時救護站提供緊急傷病處理服務: 

1.110.12.03(五)假中美堂選手休息室支援「校慶感恩典禮慶祝大會」 

2.110.12.04(六)假風華再現廣場支援「校慶園遊會」 

四、身心健康系列講座： 

場

次 
輔導議題 演 講 題 目 主講 演講時間 

1 營養教育 
健康營家--我的餐盤

(ID:29543) 

耕莘醫院營養組組長

蕭彤芸營養師 

2021.10.27(三) 

13:30—15:30 

2 
傳染病防

治 

追疾線索~解開結核

病迷思(ID:29481) 

北市信義區健康服

務中心林岳良老師 

2021.11.16(二) 

12:00-13:30  

3 兩性教育 
大學「避」修課 

(ID:29648)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2021.12.01(三) 

13:30—15:30 

五、急救教育訓練： 

    本(110-1)學期辦理 4 場心肺復甦術 CPR 暨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ED 認證教育訓練，通過評核考試

可取得二年有效合格證書，鼓勵同學參加認證，詳情請上學務處衛保組網頁瀏覽，可至學校活動報

名系統報名。 

「急救教育訓練課程」如下表︰ 

  

https://www.104.com.tw/jobbank/custjob/index.php?r=cust&j=3b4d456e3739416a33353d663b41391c92c2c2c284549492654j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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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訓練 

時數 

訓練 

人數 

一 

急救教育訓練課程 

CPR+AED 

110.10.14

（四） 

18:00-

22:00 
4 30人 

二 
110.10.20

（三） 

18:00-

22:00 
4 30人 

三 
110.11.20

（六） 

08:30-

12:30 
4 30人 

四 
110.11.20

（六） 

13:30-

17:30 
4 30人 

六、健康促進學校專案： 

（一）本(110-1)學期規劃健康促進學校「活力輔仁•健康達人」活動計有：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活動對象 地點 

「校園定向闖關活動」 110.10.14（四） 全校學生 校園 

「有氧運動愛健康」 
110.10.20（三）~ 

11.04（四） 
全校學生 

積健樓 

LP-220教室 

（二）為使同學們暸解均衡飲食的重要性，並付諸行動，本學期辦理「我的餐盤 聰明吃營養跟著來」

預計於 110.10.18（一）~110.11.30（二）舉辦，同學可將六句口訣背記，並依據我的餐盤六

句口訣建議，挑選適量的餐食，拍照，上傳，經審核通過，即可至衛保組領取精美獎品。 

（三）另規劃與輔醫合作的口腔衛生與減重講座，於 11月及 12月各辦理一場。 

七、餐飲衛生管理： 

（一）本學期之餐廳衛生評鑑工作，已於 110.10.8（五）展開，預計於 110.12.16（四）結束，分別

評鑑 32家供餐單位(新增理園 10家、文園 1 家)，評鑑結果於學期結束前發送全校周知。 

（二）本學期飲水機評鑑已展開，共列管 334 部飲水機，於學期中將進行全校飲水機外觀衛生評分，

以及由環安衛中心進行飲水機抽樣檢驗，評鑑結果將於學期結束前發送全校周知。 

八、菸害防制： 

   （一）配合無菸害校園落實「健康輔仁」理念，新北衛生局不定期派員到校實施稽查及取締，師生

請配合法令勿違規在校吸菸。遇有違規情形可柔性勸導就地熄菸或前往 4 處戒菸輔導區，逢

態度欠佳通報軍訓室協處。 

戒菸諮詢洽輔大診所。免費戒菸專線 0800-636363，免費糾舉專線：0800-531531 

   （二）菸害防制專題講座活動，臺安醫院林珠老師主講「擁抱青春 拒絕菸害」-菸霧中的真相，共 2

場次(ID:29647)  

1.110.11.15(二)12:00-13:30，地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2.110.12.10(五)12:00-13:00，地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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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源教室》  

（一）全校特殊教育學生資料： 

110-1學年度本校特殊教育學生人數含日、進修部及研究所共計 200名。 

 

 

 

 

 

 

 

 

 

 

 

 

（二）重點工作項目： 

1.輔仁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本學年度於 10 月 21日（四）召開會議，審核輔仁大學 111年

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111 年度教育部補助相關經費審議、111 年度輔仁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

通費補助審核申請，及 110-1特殊教育學生提報鑑定作業審議。藉由此會議協調本校招收特殊

教育學生策略推動與相關資源，並由各學院院長擔任委員成員。 

2.制定特殊教育新生個別化服務計畫：已於開學前針對明確具鑑輔會證明之特殊教育新生，完

成教育部通報轉銜資料建制，並分別召開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ISP）之會議討論與服務執行

擬定，針對班上有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相關資料，師長可與本室取得聯繫。 

3.提報 110-1 學年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已針對校內有特殊教育需

求之學生，於 8月 30 日（一）至 10月 01日（五）辦理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報鑑定作業，

申請鑑定人數共 6名。 

4.規劃執行特殊教育學生校園適應、生活人際及社會參與輔導活動：於新生入學  後舉辦迎新

之活動，協助其接觸資源教室相關資源及學生；並於其他時期針對  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舉辦

相關輔導活動，包含聖誕共融、體育及藝文活動、歡  送舊生畢業等。 

5.特殊教育學生輔具資源設備提供： 

（1）本室除現有之設備資源外，亦隨時依據學生狀況，向視障、肢障及聽語障三大輔具資源中

心，提出專業評估申請，依特殊教育學生之障礙狀況及學習所需，免費提供學生學習所需

之輔助器材及設備更新借用。 

（2）另本校凡開放身心障礙推薦甄試管道入學之系所，每報到一名特殊教育學生，即可透過

本室向教育部申請協助學生學習之相關教耗材等之補助共二萬元整。 

6.特殊教育學生課業輔導： 

（1）教育部身心障礙輔導工作專案補助經費，編有教授課業輔導鐘點費，可由任課教授本人或

委派助教針對課堂即時學習有困難之特殊教育學生進行課後加強輔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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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殊教育學生因其障礙，而需要協助同學輔助生活及課業協助者，可自行尋找有意願且願

意配合之個導同學，經本室申請核可後，協助其生活、學習、社會、職業等各方面之適應，

並於期末完成服務成效評估，由本室撥補助學金，以利特殊教育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三）服務時間與地點： 

本室位於國璽樓 MD130，目前共有 5位輔導人員，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8:00--21:00、

聯絡方式：分機 3115 、3118、3165、3148或 3196 

本室網址：http://rsr.dsa..fju.edu.tw。 

  

http://rsr.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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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一、本月份工作執行情形 

(一)「探索導向職涯學習與發展」職涯諮詢系統： 

1.職涯資訊暨輔導追蹤機制平台： 

(1)已完成「生涯與就業協助系統（CVHS）」四模組及管理平台，系統版本為 6.0版。 

(2) CVHS總使用人數：截至提報日止，總上線人次為 93,302 人次，本校使用 45,493 人 

2.種籽培訓：初、中、高階職涯協助者已招募完畢，本學年度招收 1名全職實習諮商心理師，於

8 至 10 月辦理 CVHS 生涯探索模組培訓課程，並預計於 110 年 12 月辦理能耐發展模組培訓課

程，111年 2月辦理學職轉換模組培訓課程。110.09辦理 5場次 CVHS 總考核，確認初階職涯

協助者的狀態，並依考核結果入班進行實務演練。 

3.輔導機制：根據 CVHS 職涯輔導概念，持續執行與調整三階段輔導機制。 

(1)第一階段系統施測，本學年度與大學入門課程合作入班進行 CVHS「生涯探索模組」團體

施測，共預約 60 場次，於 10月初~12月入班進行活動。 

(2)第二階段團體討論，本學年度與大學入門課程合作入班進行 CVHS「生涯探索模組」團體

討論，共預約 30 場次，於 10月中~12月入班進行活動。 

(3)第三階段職涯諮詢，持續與外單位（諮商心理師、Career就業情報、1111人力銀行、新

北市就業服務中心、擺渡顧問公司、HRSR 等）合作，辦理職涯探索、產業趨勢、履歷自

傳、模擬面試、職場儀容等職涯發展議題。本學年度預計於 9月至 12月辦理 16場次履歷

自傳，而職涯諮詢服務則持續於官網提供學生自行預約。 

(4)持續辦理三模組培訓課程，逐步累積職涯協助者人才資料庫，CVHS「生涯探索」初階職涯

協助者已全數招募完畢，中、高階職涯協助者將持續參與培訓課程，通過考核後，於本學

年度進行實務演練。本學期招收 1名全職實習諮商心理師，將完成 CVHS三模組培訓課程，

協助本組執行本學年職涯輔導業務。 

 (二)「探索導向職涯學習與發展」之多元學習活動： 

1.「產業學講堂」： 

(1)「系所講座」：由各系所與職輔組合作辦理職涯講座，邀請學系相關之業界專業人士或校

友分享職涯規劃、職場經驗、產業現狀與發展趨勢等題目。同學藉由本項活動，可瞭解所

學專業未來的路徑及從業甘苦，及早認識業界需求及自己不足之處。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預計與 30個系所合作辦理 46場職涯講座。 

(2)「職人夢想家系列」：邀請懷抱夢想與熱忱的職場職人們，在面對變化與挑戰的產業實戰

中，帶來關於產業與職業炙手可熱的第一手消息，看他們如何堅持理想、找出屬於自己的

藍海、開啟職場新視野。於 110.10.27、11.24、12.15、12.22辦理「Vtuber你知多少?-

臺灣 Vtuber產業趨勢」、「網紅經紀人到底都在做什麼?」、「食尚玩家-部落客的金點

人生」、「《Hito 大聯盟》Podcast 製作與經營經驗分享」等 4 場講座。 

2.「職場美學工作坊」：於 110.11.25、11.26、12.02、12.03、12.09、12.16 安排 6 場課程，

從實用商務、個人職場穿衣及社交形象、以及個人溝通表達，協助同學瞭解職場溝通、廠商客

戶應對技巧，建構職場軟實力及成功的人際網絡。 

3.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本學年度以「社群行銷大補帖」、「UX 零基礎入門」為主題，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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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搭配實際操作，培育學生對於精油應用之能力。於 110.10.14、10.15、10.21、10.22、

10.28、10.29、11.27 安排 7場課程。 

4.「企業校園共榮」：本學年度第一學期共榮活動規劃以辦理人資達人講座為主。於 110.11.17、

12.01、12.08辦理「我的職涯我規劃」、「成為職場新星的三大角色修煉」、「疫情衝擊下

人才生存之道」等 3 場講座。 

5.「全校產業參訪」：本學年度全校產業參訪於 110.10.20、10.27 辦理，參訪分為公關傳播、

科技金融、休閒觀光與民生物流 4 大領域，前往 8 家企業進行參訪，藉由帶領學生深入各領

域產業，以開啟對職場的初步探索，奠定與業界接軌的基礎。 

 (三)「探索導向職涯學習與發展」行銷計畫： 

1.執行本學年度上學期「就業力」及「自主學習-職涯增能課程學分」認證活動。 

2.持續經營網路宣傳平台，含職輔組網站、Facebook 及 Line@。 

3.進行各項產學特派員培訓規劃與執行： 

 (1)職涯活動籌備會議：於 110.10.13召開本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全體產特會議。 

(2)活動籌備：規劃全校產業參訪活動於 110.10.20、10.27辦理。於 110.09.29、10.06、10.13

三天進行小隊輔考核，並於 110.10.18舉辦全校產業參訪之行前會。  

 (四) 利害關係人調查： 

本年度畢業生調查於 110.05.17 起進行至 110.10.31 止，本年度規劃校內兩階段分工，以期

各系所皆能達成目標填答率。截至 110.10.13 各問卷填答情形： 

1.畢業後一年問卷：共回收 4,315份，填答率達 75.79%。 

2.畢業後三年問卷：共回收 4,153份，填答率達 70.28%。 

3.畢業後五年問卷：共回收 3,801份，填答率達 66.24%。 

（五）行政庶務： 

就業、工讀及家教轉介服務，本學期截至 110.10.15止，全職工作機會共 49件、實習機會共計

7件、工讀機會共 35件、家教共 4件。 

（六）職涯輔導知能研習： 

本學年度將辦理 2 場次輔導進階-學習與生涯輔導議題，於 110.10.27、11.17 辦理「後疫情時

代-新冠經濟 vs行銷生機」、「進入職場前的準備-壓力因應與社會化」。 

二、本學期重點工作 

(一)執行本學年度上學期「就業力」及「自主學習-職涯增能課程學分」認證活動。 

(二)持續執行本年度雇主暨畢業生調查問卷相關事宜。 

(三)持續辦理就業、工讀及家教轉介服務。 

(四)持續執行全校產業參訪籌備。 

(五)辦理 CVHS三個模組的培訓課程。 

(六)持續辦理大學入門合作 CVHS團體施測、團體討論活動。 

(七)辦理職涯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八)持續辦理一對一職涯諮詢活動。 

(九)持續經營網路宣傳平台，含職輔組網站、Facebook 及 IG。 

  



15 

 

僑生及陸生輔導組 
 

一、僑陸生輔導 

(一)僑陸生現況：110 學年截至 110 年 10 月 14 日止，全校僑陸生(不含休學生)合計 848 人，其中

僑生計 558人，大學部有 478人、研究所 80人；陸生 290人，大學部 88人、研究所 202人。 

(二)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僑陸生入境概況說明:截至 110.10.15(五)止，共有 316 名僑陸生入境(僑

生 205名、陸生 111名)；目前至 110.11.08(一)止，因簽證問題延回的學生共計 16名(僑生 8

名、陸生 8名)，並已依規定向教育部申請入境；另尚有部分同學因個人因素，還未確定返台日

期或是否要休學，因關於課程部分的銜接應是需要考量的重點，建請各院系所關懷及追蹤尚未

返台的僑陸生們，及一同協助之後所屬僑陸生之部分返台作業。 

(三)活動輔導：輔導僑生聯誼會（下設港澳同學會、馬來西亞同學會）辦理迎新、各項年節及課外

聯誼活動。 

(四)僑生課業輔導：輔導科目計有國文、歷史、英文、數學（含微積分）、物理、化學、生物、會

計等基本等學科。 

(五)僑陸生獎助學金：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僑委會學行優良獎學金、華僑協會僑生獎學金、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僑生獎學金、華僑捐贈僑生獎學金及輔仁大學優秀陸生獎學金等六項獎學金；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僑委會清寒僑生學習扶助金等二項助學金。 

(六)僑陸生聖誕餐會：預訂於 110.12.22(三)18:00-20:00，假野聲樓一樓谷欣廳舉行，設計有趣的

團體競賽遊戲及贈送聖誕小禮物等，為遠在他鄉求學的僑陸生，獻上一個溫暖歡樂的聖誕夜晚。 

(七)僑陸生春節祭祖暨感恩餐會：暫定於 111.01.17(一)11:30-14:00 舉行，分祭祖典禮及感恩餐

會兩部分進行，活動中有頒發學行優良僑生獎狀、僑陸同學勁歌熱舞表演及精美豐富的獎品抽

獎，並邀請教育部及僑委會長官與本校僑陸生餐敘同歡。 

二、請系上協助事項： 

(一)關懷：請優先和僑陸新生接觸，多了解他們在語言、經濟、課業及與其他同學相處的狀況，同

學的關懷與接納，將有利協助他們更快速適應校園生活。 

(二)工讀：多提醒在校外打工僑生，需要注意安全，打工前須先到至勞動部網站線上辦理工作證，

以防因非法打工而遭遣送出境；陸生不可於校內外打工，除了「服務學習」與「課程實習」外，

無論有酬或無酬，舉凡有勞務提供皆不宜從事。 

(三)學業：請提醒大四僑陸生，先申請一份學年成績單，核算已修畢學分數，以免因未達畢業學分

而延遲畢業。 

(四)居留：請提醒持居留證之僑生（含外僑居留證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內政部移民署將嚴格執行，

若於到期前未申辦延期者，除罰款外，超過 30 天未補辦者，將被強制出境，再重新申請入境。 

(五)安全宣導：提醒僑陸生同學對於來路不明的電話要求操作提款機或將存款提領至指定帳戶，皆

屬詐騙手法，如有疑問可打 165專線詢問，僑陸組網頁亦有相關宣導資訊。 

(六)系上僑陸生如有經常不上課、學習能力不好、情緒不穩或有任何情況，敬請協助通知僑陸組，

電話 29052291（薛淑文組長）、29053125（黃惠芳小姐）、29052952（羅佳宜小姐）、29053169

（吳東燕小姐）、29052329（張文綺小姐）；僑陸組 Email：overseas@mail.fju.edu.tw。 

（七）請僑陸生留意僑陸生相關消息，本組網址 http://overseas.fju.edu.tw/。  

mailto:overseas@mail.fju.edu.tw
http://overseas.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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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一、國防教育： 

(一)【從戎不必投筆，職涯新選擇--ROTC】本校鼓勵學生多元發展，配合國家募兵政策，宣導從

軍完整生涯發展，提供學生職涯選項。111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甄選，招生簡章已

置於軍訓室網頁，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導。 

☆體檢日期：簡章公告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9 日。 

☆報名時間：110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2 日。 

☆報名對象：年滿 18歲至 26歲(計算至當梯次錄取報到日止)，本校一、二年級學系之學生，

培訓期間學雜費由國防部全額補助，另每學期再補助書籍文具費 5,000元及每月

生活費 1萬 2仟元。結訓後以少尉軍官任用（薪資約 4萬 8,990元），服役最低

年限 5年。 

為提供同學多元職涯選擇，本校協調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週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2時止，於

野聲樓 2樓軍訓室(YP217)設立從軍職涯服務站，提供同學完整諮詢服務。 

二、校園安全維護： 

(一)109學年度第 2學期校安事件總件數達 547件，較上學期增加 82件，除難以歸因之其他類事

件外，以拒菸輔導 172 件居冠，自我傷害 70件次之，騷擾 60件再次之。此外，詐騙案件雖

為 5件，遭詐騙方式仍類似，應再加強宣導。 

輔仁大學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安事件統計表 

年/月份 車禍 
疾病 

送醫 

自我 

傷害 

遺失 

（失

竊） 

騷擾 詐騙 
情緒

困擾 

拒菸 

輔導 

擾鄰 

喧鬧 

網路 

租賃 

糾紛 

其他 小計 

109-1 

統  計 
27 47 56 61 69 3 3 124 2 2 71 465 

110 /2

月 
4 7 5 3 10 0 3 12 0 0 12 56 

3月 10 9 32 12 14 2 12 60 0 0 16 167 

4月 18 12 19 9 18 1 3 60 1 0 12 153 

5月 7 13 6 4 14 2 12 30 0 0 15 103 

6月 4 8 7 1 1 0 2 4 0 0 5 32 

7月 1 3 1 4 3 0 3 6 2 0 13 36 

109-2 

小  計 
44 52 70 33 60 5 35 172 3 0 73 547 

比 較 +17 +5 +14 -28 -9 +2 +32 +48 +1 -2 +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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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上學期校園安全事件中，各類安全事件檢討與分析肇因，提醒相關與叮嚀事項如下： 

1.自我傷害防範：109學年第 2學期發生同學自我傷害案件 70件（包含諮商過程中自我坦承之個

案），主要為情緒障礙及感情因素所致；另近期適逢季節逐步交替，易誘發情緒障礙同學更為

負面的思想與行為，自我傷害原因多係感情、課業、與同儕人際關係等因素，當情緒、壓力無

法適時調適抒發，往往容易肇生憾事，分析時間、地點，多為非上課時間於校外肇生，若僅賴

學校行政體系是無法全面防範類似事件發生，故協請師生應發揮自動、互助的精神，共同防範。 

2.防範騷擾事件： 

(1)儘量避免行經幽暗、偏僻處所及人員稀少道路。 

(2)見有可疑陌生人徘徊，應提高警覺，儘速離去。 

(3)減少夜出、夜歸，若必要，儘量結伴同行。 

(4)陌生人來訪，應先查明來訪者身份，不要急於開門，夜間應緊鎖房門。 

(5)搭乘電梯時，避免單獨搭乘，並時時提高警覺。 

(6)了解正確兩性平權及應對交往觀念，避免因衝動或無知肇生憾事。 

(7)發現可疑人物逗留校園，應立即通報警衛室（29052119）或軍訓室（0905298885、29052885）

處理；校外可立即報警處理（110）。 

(8)如遇突發狀況，為維護安全之考量，應就近向派出所、便利商店、學校各行政單位等尋求立

即之協助（無需執著於非警政單位不可）。 

(三)本學期（110-1）開學迄 10月 5日，各類校安事件計 92人/件，除拒菸輔導及其他類別外，仍

以自我傷害 22人/件較高，情緒困擾 8人/件次之及協助送醫 7人/件再次之。（詳如下表） 

 

  輔仁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校園安全事件處理統計表一覽表 

月份 車禍 
疾病 

送醫 

自我 

傷害 

遺失

(失竊) 

騷擾

(性

平) 

詐騙 
情緒 

困擾 

拒菸 

輔導 

擾鄰

喧鬧 

網路或

租賃糾

紛 

其他 小計 

8月 3 3 3 4 0 0 2 10 0 0 4 29 

9月 2 4 13 1 6 0 4 12 0 1 7 50 

10月 1 0 6 0 0 0 2 2 0 0 2 11 

小計 6 7 22 5 6 0 8 24 0 1 13 92 

資料統計截止日：110/10/5  

三、校園安全宣導： 

(一)本校軍訓室(校安中心)實施廿四小時值勤，主要因應偶(突)發事件及重大災害防制，以期掌握

機先，爭取時效，有效維護學生安全與校園安寧。 

(二)防範詐騙案件： 

1.近期仍有校內學生遭不法人士詐騙，詐騙集團利用竄改來電技術，顯示號碼為開頭有「+」號，

後面為公務機構或商家客服專線，使受害者誤信為真，進而相信詐騙集團話術、操作 ATM匯款，

亦常假冒補習班、多益考試、網路書局或賣家針對學生族群行騙。若接到電話有提到詐騙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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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例如：誤設分期付款、去 ATM 操作解除設定、健保卡遭冒用、電話製作筆錄、監管帳戶，

統統都是「假的！」為防再生類案，請各位師長能多加宣導。 

2.免付費電話只能撥入，不能撥出，所以只要來電顯示為 0800、165或 110 的號碼，就一定是詐

騙集團！ 

3.學校協助同學處理意外事件，不會以家長或監護人身份與對方作民事賠償之協商與承諾，將會

請家長出面瞭解處理，也請同學轉知家長，應冷靜面對問題，透過學校協助瞭解，未經查證請

勿聽信歹徒杜撰情節而受騙。 

(三)交通安全宣教：  

1.本校前方中正路車流量大，籲請叮嚀同學穿越中正路請走天橋或捷運地下道，切勿違規穿越，

以維安全；更勿於行進間把玩手機或以耳塞式耳機聽音樂，以提升「行」的安全。 

2.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不交談、遵守交通規範、依序行車、避免與大車(尤其是重型載重車)併

行，同時注意道路狀況及其他駕駛人之行車示警、保持行車間距。 

3.發生車禍時應立即確保自身安全，避免再次受害，並撥打 110或 119電話報案、送醫；報案乃

在釐清責任歸屬及保障雙方權益。 

4.保持現場等待警察處理，並應記下對方車種、車號、駕駛者之姓名、電話，通知家人或聯絡學

校請求協助。若對方肇事逃逸應即記下對方車號、車型、顏色及駕駛人等特徵，以為舉證用。 

(四)校園反毒、拒毒： 

根據警政機關統計，國內毒品氾濫問題日益嚴重，加上販毒集團為了龐大的利益，有計畫地運

用新穎樣貌、免費試用等各式手段，加上社會風氣、流行文化等過度渲染而滲入校園，部分同

學受到好奇心與同儕引誘，為尋求刺激、慰藉進而施用毒品，面對毒品誘惑，讓我們一起提高

警覺，也協助提醒各位同學亦應瞭解下列事項： 

1.新興毒品及型態花招百出(如糖果、果凍、梅子粉及飲料等)，亦使戒心降低。 

2.部分毒品亦同為醫療管制藥品，其使用係需經專業醫事人員評估、施用，切勿聽信不實言論，

需知是類管制藥品濫用仍會對身體健康造成負面影響，且有法律責任，嚴重還可能導致死亡！ 

3.濫用、販賣管制藥物、毒品，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通過，從重可處定期察看、退學或開除學籍

之處分。 

4.一個人的行為會受到他人的影響，但施用毒品的後果只有自己能承擔，切記！審慎評估、警慎

作為，自己的未來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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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本著尊重多元文化以及落實照顧少數族群-本校原住民族學生，以加強原住民族學生在生活與

學習上的適應，提升學生輔導與服務品質，並謀求本校全面性的均衡發展，幫助在輔大就學的原住

民族學生能在受尊重的氣氛中學習、融入、發揮潛能，同時提供本校多元文化之場域，以服務全校

師生。 

一、主要任務 

(一)原住民族學生事務及資源整合。 

(二)原住民族學生生活適應與輔導。 

(三)原住民族學生課業及學習輔導。 

(四)原住民族學生文化陶冶與發展。 

(五)原住民族學生心靈輔導與陪伴。 

(六)原住民族學生人才培育及自主學習之推動。 

(七)強化原住民族學生與原鄉部落區域連結及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八)民族教育之相關課程與活動之協助。 

(九)推動原住民族學生與附設醫院醫療工作之連結。 

(十)執行政府單位委辦計劃及其他與原住民族相關之創新積極作為。 

 

二、原住民族學生概況 

 

日間部 進修部 二年制 碩、博士生 小計 
休學學生 

(含碩、博士生) 
總合計 

284 63 4 137 488 63 551 

＊統計日期截至 110.10.15 

 

三、中心諮詢委員名單如下表： 

 

委員姓名 單位 委員姓名 單位 

王英洲 
臨床心理學系專任教授 

教務長(兼中心主任) 
馬紹•阿紀 世新大學原資中心主任/泰雅族 

吳許黃捷 法律系助理教授/阿美族 林慧婷 原民會新北區就服督導/阿美族 

林自强 軍訓室/阿美族 宋楷儀 輔大附設醫院社工員/排灣族 

陳美銀 學務處衛保組/太魯閣族 古樂樂•杜里夫灣 輔大附設醫院總務組/排灣族 

 

  



20 

 

四、原心方舟－原住民族學生陪伴計劃（輔導群一覽表） 

 

姓名 族別 連絡電話 各院原住民學生輔導 E-mail 

阿外•歐拜 賽夏族 02-29053993 綜合業務、醫學院 056052@mail.fju.edu.tw 

李佩蓉 漢族/社工師 02-29052168 
文學院、進修部、 

個案輔導 
142470@mail.fju.edu.tw 

雷愛玲 泰雅族 02-29052029 社會科學院 fj03917@mail.fju.edu.tw 

趙瓊文 賽夏族 02-29056719 藝術學院、織品學院 fj03707@mail.fju.edu.tw 

何湘琳 排灣族 02-29052195 理外民學院 fj03888@mail.fju.edu.tw 

胡詩穎 布農族 02-29052155 傳播學院、管理學院 fj03784@mail.fju.edu.tw 

白英士 泰雅族 02-29056415 
教育學院 

fj03887@mail.fju.edu.tw 

李穎凡 泰雅族 02-29053951 fj03852@mail.fju.edu.tw 

陳善兒 布農族 02-29052226 
法律學院 

fj03720@mail.fju.edu.tw 

亞樂妃•花瓦賽 阿美族 02-29052994 fj03764@mail.fju.edu.tw 

 

五、原住民族菁英人才培育計劃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理之相關活動，是以「民族教育」為核心，從傳統文化探究出發，深根

族群精神命脈，提升原住民學生肯認與認同自我身分，以期未來成為原住民文化推廣領袖重要人

才，持續傳統與宣揚原住民族文化。 

六、輔仁大學黃家璧校友支持原住民族學生安心就學計畫 

(一)清寒原住民族學生住宿補助。 

(二)原住民族學生急難救助金。 

(三)課業輔導陪伴計畫。 

七、委託/補助辦理原民會專案計劃 

(一)「110年度大專院校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暨核發工作」 計劃。 

(二)「110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鄕建設-原民部落營造暨文化健康站」專案計畫。 

(三)「110 年度原住民族音樂產業人才培育計畫-原來很音樂-原住民族流行音樂學分學程」補助計

畫。 

八、教育部補助計畫 

一、110年度大專校院原資中心及區域原資中心計畫。 

二、110年度補助成立地方創生推動中心計畫。 

九、原資中心 110學年度第 1學期，以中心網頁公告為主，網址：http://irc.dsa.fju.edu.tw/ 

  

mailto:056052@mail.fju.edu.tw
mailto:fj03707@mail.fju.edu.tw
mailto:fj03784@mail.fju.edu.tw
mailto:fj03887@mail.fju.edu.tw
mailto:fj03852@mail.fju.edu.tw
mailto:fj03720@mail.fju.edu.tw
mailto:fj03764@mail.fju.edu.tw
http://irc.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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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 

 
是在尊重生命及人性尊嚴的價值取向下，以心理輔導及諮商專業，幫助學生探索、瞭解、接納自

我，進而突破現狀，往不斷成長、更加成熟的方向邁進，與師長同學共同完成身心靈整合的全人教育

目標。 

一、服務項目： 

(一)個別心理諮商：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提供個別晤談，目前每週提供大約 300人次的個別晤

談。一般而言，每次晤談約 50~60分鐘。 

(二)成長團體：由專業輔導老師帶領，針對多種學生關注的議題，以 8-12 人小團體方式進行，學

習自我開放、探索及成長。 

(三)心理測驗：運用測量工具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性格等。 

(四)午餐約會：針對同學日常生活中有興趣的生活話題，利用中午時間，設計 1小時精緻小型互動短

講，提供校內同學另一種接觸學輔中心的管道。 

(五)主題輔導系列活動：透過探討不同的主題與形式的辦理，傳遞心理健康相關的資訊與知識，進而

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並發展健康與合適的紓壓方式。 

(六)心理衛生演講：邀請人文藝術及社會學界的傑出工作者，分享個人專業經驗與人生歷練，期

盼給予同學經營人生方向的不同省思，賦予生命意義感。 

(七)班級輔導活動：透過團體心理測驗及主題性輔導活動的帶領，協助同學進行個人對自我心理

狀態的探索，並加強心理衛生知識的宣導，協助同學增進對自我評價的瞭解及培養正向的生

活適應能力。 

(八)圖書借閱：閱覽區有心靈成長相關圖書、影片，提供師生借閱。 

(九)協助導師工作：舉辦導師知能研習，並接受導師諮詢與轉介學生輔導事務。提供「大學生生

活調查表」（可上網下載測驗申請表）知能研習，量表內容包括生活適應、學業、人際、身

心健康等等，結果可做為導師與學生會談或班級經驗的參考資料。 

(十)信件諮詢：學輔設置「聊療心左岸」諮詢信箱，讓教職員工生能不受地點與時間的限制，即

時透過文字抒發其心情與煩惱，並由學輔的老師及志工回覆，提供心理健康資訊予來函者參

考。 

(十一)關注高關懷學生：透過三級預防的概念，對本校高關懷*學生進行全面性且周到的照護。如

定期辦理相關研習活動提昇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對憂鬱症與高關懷學生的認識；使用心理測

驗工具早期發現高關懷學生並進行後續追蹤輔導；對於狀況不好、轉介來談、已服用精神藥

物的學生，落實村落式輔導的精神給予學生妥善的照顧與安排。 

＊「高關懷」學生意即這些學生在新生量表篩選時可能有些身體或心理上的危機，需要我們主動出

擊、付出較高的關懷去協助他們度過這個困境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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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資訊： 

(一)地點：國璽樓醫學院 2樓(MD222室) 

(二)時間：一、二、四、五 8:00~21:00、三 8:00~22:00 

(三)電話：29052237、29053003 

(四)網站：http://www.scc.fju.edu.tw 

 

三、學輔中心各學院專責心理師 

部別 專責學院 專責心理師 

日
間
部 

管理學院、社科學院 周佩君、葉怡君 

理工學院、外語學院 蔡幸祖、彭雪莉 

醫學院、法律學院、藝術學院、民生學院 何冠瑩、利得誠 

文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織品學院  孫允儀、林  近 

進
修
部 

應美系、英文系、日文系、法律系、經濟系、資健學程 林軒萍 

文創學程、文服學程、長照學程、大傳學程、設計學程 林欣瑜 

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圖資系、宗教系、資創學

程、運管學程 
劉嘉泳 

商管學程、軟創學程、餐旅系 劉明媚 

四、本學期活動： 

(一)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歡迎導師報名參加，謝謝。) 

 

主題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地點 

原來那不是害羞內向 10/28(四) 12:00～14:00 
簡苑玲 

心理師 

野聲樓 

谷欣廳 

以愛為名的恐怖關係 11/5(五) 12:00～14:00 

王淑芬

勵馨副

執行長 

野聲樓 

谷欣廳 

不是我愛生氣，是老是有人惹我! 11/11(四) 12:00～14:00 
王敏 

心理師 

文開樓 

3A會議室 

 

  

http://www.sc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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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援導師時間活動(歡迎導師預約，謝謝。) 

 

類別 主題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備註 

班
級
輔
導
活
動 

「我，和我的路」MBTI 個人風格量表 

(自我探索) 

全學期 約100分鐘 
林  近 

(日間部)  
(日間部) 

「不跟你好了！」－探索人際衝突因應之旅 

(人際關係) 

家的內心小劇場-家庭衝突與調適(家庭衝突) 

我的「Mr./Miss Right」(親密關係) 

讓壓力檔案解壓縮 
全學期 75分鐘 

劉明媚 

(進修部) 
(進修部) 

發覺，情緒考古學 

珍愛生命守門人(生命教育) 全學期 約100分鐘 何冠瑩 電洽承辦人員 

 

(四)心理衛生推廣活動(請班代表協助轉知並鼓勵同學踴躍參加，謝謝。) 

 

類別 主題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備註 

個別 

諮商 

個別心理諮商 

【時間請參考學生輔導中心網頁】 
全學期 

每週提供 

250人次 
心理師 

學輔 

個諮室 

信件 

諮詢 

回覆來函者的煩惱與困惑、提供心

理健康資訊 
全學期 

 

成
長
團
體 

【培養一朵愛情的花】~ 

      愛的實感手作團體 

10/27-12/8(三) 

(期中考周暫停) 

15:40～

17:30 

蘇詠園  

金汶珠 學
輔
中
心
團
輔
室 

【你的家，和你想的不一樣】 

     家庭經驗探索團體 

10/28-12/9(四) 

(期中考周暫停) 

18:00～

20:00 

周沁熹 

陳亭羽 

【大亂鬥！即興Ｘ心理健康！】  

兩日即興劇極致體驗 

10/30-10/31 

(六、日) 

9:30～

16:30 
黃煒翔 

【玩味一個有病的時代】 

後疫情的新、心生命coping工作坊 

11/27-11/28  

(六、日) 

9:30～

16:30 
魯  婷 

午
餐
約
會 

~色彩隨心流動~紓壓流動畫 10/21(四) 
12:30～

13:30 
陳亭羽 

 

ID：29441 
~韓流來襲~多元文化體驗 12/02(四) 

12:30～

13:30 
金汶珠 

主
題
輔

導
系

列
活動 

~練愛．戀愛．鍊愛~主題系列工作

坊：戀愛裡的自由 
10/27(三) 

13:30～

15:30 
李一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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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愛．戀愛．鍊愛~主題系列講座一：

歡迎光臨我的心門 
12/08(三) 

13:30～

15:30 
陳芃圻 

 

 

 

 

ID：29467 

~練愛．戀愛．鍊愛~主題系列講座二：

我以為．這是愛你的方式 
12/22(三) 

13:30～

15:30 
陳芃圻 

心
理
衛
生
演
講 

建構你的生涯！做決定前不可不知

的生涯要素 
10/06(三) 

13:30～

15:30 

蘇俊誠 

 

ID：29453 

為什麼我停不下來！？上癮的秘密 10/13(三) 彭大維 

「大學必修人際課！」—營造自在的

關係 
10/20(三) 邱泓霖 

人際互動不踩線：認識心理界線 12/01(三) 蘇益賢 

同
儕
培
訓
講
座 

有你真好－基本助人技巧及辨識憂

鬱 
11/17(三) 

12:00～

13:40 

陳悅華 

 ID：29475 
要幸福不要性縛－恐怖情人辨識、預

防及處遇 
12/09(四) 張宇傑 

訊
息
管
道 

學生輔導中心網站 

http://www.scc.fju.edu.tw/ 

 

FB粉絲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studentcounselingcenter/ 

 

IG粉絲頁 

https://www.instagram.com/fju_student_counseling_cente

r/ 

 

 

(五)校園心理健康促進活動 

 

自殺防治課程、文宣品宣導 

類別 主題 日期 時間 帶領者 參與人數 

對
學
生

增
能 

珍愛生命守門人(生命教育) 
全學期 

活動場地依申請 
約100分鐘 

特約 

心理師 
開放報名 

對
新
生

文
宣 

撫心撫心療癒地圖 L 夾、文宣品

等 
新生開學典禮等 視系上時間 何冠瑩 

全校 

新生人數 

精
準
輔

導 精準輔導班級主題性輔導方案 配合導師申請 1-2節課 外聘 事先預約 

http://www.scc.fj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studentcounselingcenter/
https://www.instagram.com/fju_student_counseling_center/
https://www.instagram.com/fju_student_counseling_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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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家
長
宣
導 

大一新生之爸媽如何斷捨離-家

庭心關係 
9/18(六) 10:30～12:00 

黃雅伶社

工督導 
開放參加 

談談校園常見的精神疾病 9/18(六) 10:30～12:00 
孫莉晴

心理師 
開放參加 

與孩子無話不談校園生活 9/18(六) 10:30～12:00 
劉慧華

心理師 
開放參加 

對
院
系
導
師
增
能
訓
練 

如何接住危機邊緣的孩子-陪他

一段(管理學院) 
10/27(三) 12:00～14:00 

林伯聰

心理師 

管理學院導

師 

如何接住危機邊緣的孩子-陪他

一段(理工學院) 
11/3(三) 12:00～14:00 

林仁廷

心理師 

理工學院導

師 

如何接住危機邊緣的孩子-陪他

一段(社科學院) 
11/17(三) 12:00～14:00 

黃彥霖 

心理師 

社科學院導

師 

如何接住危機邊緣的孩子-陪他

一段(外語學院) 
11/17(三) 12:00～14:00 

李政達 

心理師 

外語學院導

師 

如何接住危機邊緣的孩子-陪他

一段(織品學院) 
11/10(三) 12:00～14:00 

林雪琴 

心理師 

織品學院導

師 

★班級輔導活動僅限班級導師、大學入門授課教師預約。 

★成長團體、午餐約會屬個別報名活動，有興趣同學歡迎報名參加。 

★心理衛生演講開放班級預約，每個班級可預約1場演講(每場名額依場地大小開放1~2個班預約，額滿為

止)。 

★心理衛生演講保留個別同學報名名額，對於講題有興趣之同學可自行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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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中心 
 

一、服務學習中心宗旨： 

服務學習中心秉持全人發展的理想，推展及深耕服務學習，拓展學生視野與服務精神。藉由服務

實作與反思體驗，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解決問題能力，增進溝通合作與團隊領導才能，於過程中

蓄積未來改變世界的能量。 

二、推動內容： 

以融滲式課程、培育永續志工及國際服務學習為推動主軸，業務內容如下: 

業務類別 內容 

服務學習課程 

鼓勵教師將服務學習活動融滲至課程中，課程類型包含全人教

育型課程(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課程服務實作型(專業課

程、共同社區/議題)。 

※服務學習中心每學期提供課程補助申請，專業課程每門最高

2萬元；人生哲學及大學入門每班最高1萬元。(申請辦法請見服

務學習中心網站) 

志工整合 

辦理志工培育(基礎、特殊、進階)、志工活動補助及獎勵、服

務學習自主學分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志工督導會議、

志工資源整合、國內外服務學習授旗典禮、成果發表等。 

國際合作 

辦理及統整海外服務學習團隊方案、推展國內外服務學習學生

交流計畫、國際專家學者到校演講與參訪交流、國際服務學習

組織交流及培訓計畫。 

研究發展與推廣 
辦理服務學習研討會及成果發表會、教師參與國內外研討會及

論文發表、培育服務學習種籽教師。 

三、110-1學期重要行事曆： 

(一)補助公告 

08.09-09.22 
辦理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補助申請-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

課程 

(二)服務學習教師社群講座、培訓 

9-12月 

服務學習教師讀書會 

10.05 
服務學習教師社群專題講座(一)_愛的學習之旅-全家赴非洲當志

工經驗分享 

10.15 服務學習研討會_甦：COVID-19防疫之服務學習挑戰與應變 

10.25 
服務學習教師社群專題講座(二)_疫情威脅下的非洲志願服務回

顧與趨勢 

11.16 服務學習教師社群專題講座(三) 

11.30 服務學習教師社群專題講座(四)  

12.07 服務學習教師社群專題講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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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團隊招募、訓練、獎勵、成果展 

10.05 服務學習種籽隊招生說明會 

10.12-10.27 服務學習型志工自主學習學分認證申請 

10.12 學生培力講座(一)_當你習慣不安全 

10.19 學生培力講座(二)_輔仁正義講堂 

10.27 服務學習成果展暨招生_疫起改變 

11.16 學生培力講座(三)_田野調查 

11.23 海外服務學習講座 

11.27 志工基礎訓練 

12.01及12.08 2022海外服務學習招生說明會 

12.07-12.17 具服務學習內涵青年志工活動補助申請 

     *上述活動時間如有新增或異動，請以單位公告為準。 

聯絡資訊:  

中心主任 卓妙如 02-2905-2922 071471@mail.fju.edu.tw 

中心夥伴 

許惠清-國際志工 02-2905-2996 078443@mail.fju.edu.tw 

邱慧銘-志工整合 02-2905-2981 041818@mail.fju.edu.tw 

龔怡敏-服務學習課程 02-2905-2919 134367@mail.fju.edu.tw 

諶師涵-種籽志工隊 02-2905-2997 fj03522@mail.fju.edu.tw 

林宜霈-教師社群培力 02-2905-2756 fj03873@mail.fju.edu.tw 

 

 

 

 

  

服務學習中心 http://slc.fju.edu.tw/ (淨心堂 GS100) 

mailto:071471@mail.fju.edu.tw
mailto:078443@mail.fju.edu.tw
mailto:041818@mail.fju.edu.tw
mailto:134367@mail.fju.edu.tw
http://sl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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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服務中心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宿舍申請相關時間資訊：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不續住申請時間 110.11.24-26，請依規定時間完成作業，按時申請且期末

依規定時間完成退宿手續，保證金全數退還。未依規定時間辦理，則沒入保證金。（學年制房型

不適用）。 

(二)110學年度第 2學期候補申請時間 110.12.22-24，以線上方式申請。 

(三)有住宿需求的同學可至各宿舍洽詢開學後候補事宜。 

二、輔仁大學宿舍住宿相關費用收費標準： 

(一)各學苑(學期費用) 

宿舍名稱 單人房 二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每人/保證金 

文舍學苑(女)  
17,040 

 8,340 3,000 
11,790 

文德學苑(女) 

26,960 

15,540  9,000 3,000 19,340 

17,370 

宜真宜善學苑(女) 17,810 13,140 10,070  3,000 

宜美學苑(女)   10,070 8,270 3,000 

格物學苑(男)  10,090   3,000 

立言學苑(男)  12,000 9,070 8,270 3,000 

信義學苑(男) 15,820 9,460 9,140  3,000 

和平學苑(男)  9,460 9,140  3,000 

1.保證金新台幣 3,000 元整，作為擔保滿期住宿（即住滿上+下學期）之用，並於上、下學期期

末宿舍規定退宿日完成退宿檢查及手續者退回並匯入學生帳戶。 

2.電費依冷氣使用電表度數收取費用。 

3.住滿上+下學期定義即指在上、下學期期末宿舍規定的退宿日為基準。 

 

(二)宜聖學苑(採學年制) 

宿舍名稱 二人房(套房) 二人房(雅房) 三人房(雅房) 每人/保證金 

宜聖學苑 

(男女同棟、 

分層管理) 

30,300 

(第一學期) 

29,250 

(第一學期) 

21,600 

(第一學期) 
3,000 

25,700 

(第二學期) 

24,750 

(第二學期) 

18,400 

(第二學期) 
3,000 

1.保證金新台幣 3,000 元整，作為擔保滿期住宿（即住滿一學年）之用，於下學期期末宿舍規

定退宿日完成退宿檢查及手續者退回並匯入學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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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年制住宿費：「第一學期」為暑假期及上學期宿舍規定退宿日前的費用；「第二學期」為

寒假期及下學期宿舍規定退宿日前的費用。 

3.住滿一學年定義即指在下學期期末宿舍規定的退宿日為基準。 

4.電費依使用需求自行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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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輔導中心 
 

一、主要精神 

校牧室及宗輔中心以天主教基督的福音精神，主要從事校園牧靈工作、禮儀服務及與宗教相關慶

典活動，並配合校本部相關處室合作規劃全校性靈性活動，此外，學生輔導工作亦為本中心之服務重

點，藉著與學生個別約談，給予需要的輔導，使其在價值觀、生活態度上都能成長，希望能夠成為全

校師生身心靈成長之園地。 

二、主要服務項目 

(一)負責全校性之禮儀活動，包含于斌樞機主教逝世追思禮、新生祈福禮、開學祈福禮、校慶彌

撒、校慶聖誕點燈、子夜彌撒、天明彌撒、祭天敬祖、聖灰禮、聖週禮儀、復活節彌撒、期末

彌撒、畢業祝福禮等。 

(二)籌劃全校性重大慶典之舉辦，如聖誕節、聖週三日慶典等。 

(三)規劃福傳工作及宣導天主教精神，信仰輔導約談、讀經團體、聖詠團、校園福音化活動等。 

(四)組織培育教友的信仰團體（天主教大專同學會），以基督精神帶領志工及社團服務，喚醒人

靈，追求真理，關懷社會與世界，體會生命。 

(五)關懷日間部行政單位教職員工，推動行政單位教友教職員落實細胞福傳小組 

    工作。 

(六)負責規劃大學入門使命特色課程，由各院宗輔老師協助授課，每學年上學期安排課程，邀請所

有大一新生至淨心堂大聖堂上課，藉此介紹天主教大學的使命特色，讓同學對於學校更進一步

認識與瞭解。 

(七)提供淨心堂一樓始胎無染原罪聖母廳、三樓晤談室等靈性聚會活動場地。 

(八)服務窗口： 

姓 名 單 位 分機 電 子 信 箱 

 校牧林之鼎神父 

 兼宗輔中心主任 
宗教輔導中心                 

2212 

2132 
078089@mail.fju.edu.tw 

蔡振興 宗教輔導中心 2255 049964@mail.fju.edu.tw 

葉翠雲 宗教輔導中心 3080 029786@mail.fju.edu.tw 

鄒俊杰 宗教輔導中心                  2256 046040@mail.fju.edu.tw 

安瓊伊 宗教輔導中心                   3005 fj03904@mail.fju.edu.tw 

古佳欣修女 宗教輔導中心 2213 katarzynassps@gmail.com 

 

三、110 學年度重要活動介紹  

110.9.17   新生扣門禮及祈福禮 

在新生開學典禮中，負責新生扣門禮及祈福禮，讓大學新鮮人一踏入天主教學校就感受到

學校的宗教氣氛，並為他們的四年生活祈福。 

110.9.29   開學祈福彌撒 

為新學年的輔大學生學業、生活祈禱。 

110.11.1~110.11.29  上學期生命教育週活動 

     配合生命教育主題，辦理相關活動，包括生命教育專題 

          講座，生命的追思徵文活動，生命的追思電影欣賞，短片創作比賽，以及 11/2追思已亡彌

mailto:046040@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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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 

110.11.29-110.12.25  聖誕系列活動 

配合年度活動主題舉辦相關活動，包括 11/29 聖誕點燈活動、12/8校慶彌撒、12/13-12/17

聖誕愛德活動、12/21-12/23報佳音、12/24 子夜彌撒、12/25天明彌撒等。 

111.3.25-111.3.31  生命教育週系列活動 

祭天敬祖體驗課程、生命教育專題講座、為已故親人祈禱活動等。 

111.4.1    已故輔大教職工生清明追思彌撒 

          輔大秉持對我國孝道文化及慎終追遠精神的重視，更是為了向天主表達崇敬及感恩之意，

以彌撒祭天的方式，為我們的先祖及全輔大已故的教職工生們，獻上我們虔誠的祈禱。 

111.3.2-111.4.17  四旬期及復活節系列活動 

聖灰禮儀、四旬期文宣/苦路校園主題佈置、四旬期愛德運動、捐血運動、聖週四-主的晚

餐、苦路巡禮、聖週五-主受難日、聖週六-復活節前夕彌撒、主日-復活節彌撒、慶祝復活

節教友共融–歡迎新教友等。 

111.6.15   期末感恩彌撒 

邀請全校師生參與彌撒，為輔大一年的發展，向天主獻上我們的感恩。 

111.6.18   畢業祝福禮 

藉著輔大校牧的迎光、祈禱和派遣，帶領全體畢業生藉著祈福禮，願同學們不管未來步入

社會或繼續學習，常有上主的護祐與陪伴，且懷著一顆虔敬、期待和奉獻的心，為社會和

群眾服務、貢獻所長。 

 

歡迎參加以上各項活動或前往宗輔中心網站查詢資訊（http://www.religion.fju.edu.tw）。  

 

 

  

http://www.religion.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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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聖職使命特色發展室 

 
一、急難關懷 

為關懷文學院、教育學院、傳播學院、藝術學院教職員工生，提供急難關懷救助補助，聯絡窗口 

為各學院宗教輔導老師。請班代表宣達，若有需要幫助之同學可至中國聖職單位使命室網站【表 

件下載─教職員生急難救助關懷-第二級關懷】申請表。 

 

二、慕道班/讀經班/心靈成長團體/校園文化各項活動 

1.110 年 9 月~11 月中國聖職單位為文教傳藝四院初審推薦同學舉辦「認識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讀

書會」，並經遴選委員會審核暨決審會議決議推薦乙名學生，於校慶大會中授獎暨頒發 5 萬元獎

學金。 

2.舉辦文教傳藝四院院秘暨系秘書每月共融聚談(這學期改成每月生日贈送小禮物)。 

3.教友團體列車福音班每週二中午 12:00~13:30於文開樓 1樓 LE101室。 

4.慕居心語慕道班每週三 12:10-13:30於文開樓 1 樓 LE101室。 

5.舉辦文教傳藝四院學生聖誕節聯合點燈佈置比賽。 

6.舉辦文教傳藝四院師生聖誕報佳音。 

7.聖誕節舉辦教職員/學生共融活動。 

 

三、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使命宗輔)服務團隊    網址：http://dcs.mission.fju.edu.tw/ 

    單位/職稱  姓  名 分機 位置/E-mail 

中國聖職單位代表暨使命室主任 汪文麟神父 3308 
冠五樓 LO203室  

050878@mail.fju.edu.tw 

中國聖職使命室行政窗口/辦事

員 
陳婉卿 3232 

冠五樓 LO101室  

084666@mail.fju.edu.tw 

文學院/教育學院宗教輔導室/

組員 
何基蘭 2330 

文開樓 LE101(心慕居) 

030009@mail.fju.edu.tw 

藝術學院/傳播學院宗教輔導室

/組員 
孫玉珍 2362 

冠五樓 LO102室  

013554@mail.fju.edu.tw 

  

mailto:050878@mail.fju.edu.tw
mailto:084666@mail.fju.edu.tw
mailto:030009@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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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  
一、聖言會使命室服務團隊介紹 

單位代表暨使命室主任：劉錦萍修女 (校內分機: 2412，辦公室: 耕莘樓 201 室)。 

理工宗教輔導室：竺麗江老師 (校內分機: 2453，辦公室: 聖言樓 SF134 室)。 

外語宗教輔導室：汪宥丞老師 (校內分機: 2556，辦公室: 外語學院 LA111 室)。 

民生織品宗教輔導暨使命室窗口：簡秀雯老師(校內分機: 3693、2419，辦公室： 秉雅樓 HE004 室) 

二、聖言會使命室承辦業務  

(三)學生培育： 

1.理工學院揚生青年小組：竺麗江老師 / 理工學院 聖言樓 SF134室 

目標：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增進團隊合作、促進人際關係。 

方式：每週社課、幹部培育、社會服務，幹部傳承營。(年度招生活動、自我挑戰幹訓營、

台北主教座堂聖欣科學實驗營) 

社課 每週二 19:00-21:00(暫定) 

幹部培育                                                                                                                                                                                                                                                                             每週一 12:10-13:30(暫定) 

期末幹部傳承營 111年 6月。 

社會參與 111年寒假期間小學生小小偵探營。 

      2.理工學院光天使計劃：竺麗江老師 / 理工學院 聖言樓 SF134室 

目標：以專業服務他人，成長自己，提升學生微積分學習效能及學習風氣。 

  方式：配合學習陪伴中心成立，邀請優秀學長姐，組成微積分學習團隊， 

光天使培育                                                                                                                                                                                                                                                                             110年 9月 7日期初培訓課程 

微積分創新應用

workshop 

111年 2月。 

參與服務 110學年度上學期試行微積分學習陪伴中心，提供理工

學院參與微積分共同教學的學系進行學習輔導與陪伴

帶領。 

     3.聖言志工：汪宥丞老師 / 外語學院  LA111 室 

目標：培養學生服務精神、拓展國際視野，增進團隊合作、文化交流的能力。 

方式：社課與幹部會議、陪伴志工進行服務實作與反思、小朋友暑期營隊、海外志工至非洲

服務學習、海外服務成果展                                                                                          

社課培育 每週三 18:30-20:00 靜心書齋(LA110) 

幹部例會 每週四 12:10-13:30  

海外服務 布吉納法索、迦納線上課輔計畫(研議中) 

國內服務 1. 中華殉道聖人堂兒童主日學，每月一次。 

2. 中華殉道聖人堂夏令營(研議中)。 

    4.理外民織學會幹部培育：簡秀雯老師/民生織品學院 HE004室 

內容：由理代會、外代會、民代會、織代會組成，各活動結合院特色及專業， 

並藉著幹部會議之陪伴，於活動中加入使命精神，幫助院系學會幹部合 

作，學習互敬互愛及服務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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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會議 每週一次，院宗輔一個月一次進行陪伴。 

幹部回歸營 3月舉行 

幹部傳承營 籌備會議：每月一次 

預計 5月底舉行，兩天一夜 

社會服務 1. 外語「高中生第二外語營」：暑假分北中南區辦理。 

2. 「民生營」於暑假舉辦，邀請高中生參加。 

 

(二) 生活與信仰分享： 

  推廣多元化生命教育校園生活情境，以聖經、基督信仰之價值觀反思生活。 

1. 理工「英文讀經」(每週五)、「基督徒生活入門」慕道班(每周三)。 聖言樓 SF134。 

2. 外語學院「聖經與文學」院選修課。  

4. 外語學院「共融與釋放」生活分享小組，每週四下午 18:00~20:00。  

5. 外語學院慕道班每周三 12:00~14:00。 

6. 民生織品學院教職員「活水讀經班」每週二中午。(在織品大樓 6樓)。 

7. 民生織品學院「聖言小窩讀書會」，每隔周五課後(17:40~19:00)。 

8. 民生織品學院教職員及學生「聖言生活分享」，每隔周三下午 16:30~17:30。 

9. 聖言會單位四學院學會幹部使命傳承營。(預計 111年 5月底兩天一夜) 

(三) 共融與成長 

1. 理外民織四院大學入門期初分享會: 9/7及 9/10。 

2. 理外民織四院主管使命傳承營: 9/15。 

3. 理外民織四院院長祕書期初碰頭會: 9/23。 

4. 聖言會單位人物懇談-理工學院王元凱院長 : 10/20。 

5. 理外民織四院新進教師研習 : 11/4。 

6. 理外民織四院學生聯合活動 : 12/4。 

7. 理外民織四院聖誕共融 : 12/22。 

8. 聖言志工與揚生青年招生宣傳跑班 9/22-10/5 的大一新生各班大學入門或導師時間。 

9. 揚生青年新生說明會 10/21(四)晚上 6:30在 SF132。 

10.理工學院代會幹部派遣與祝福 10/15（五）中午 12:00~13:30於耕莘樓 220舉行。 

11.外語學院代會幹部派遣與祝福 10/12(二) 中午 12：00～13：30。 

12.民織學院代會幹部派遣與祝福 9/29（三）中午 12：00～13：30。在民生創新發展中心。 

13.理工學院「為心愛的人做一盞燈」聖誕燈飾創意製作競賽（10-12月） 

14.外語學院聖誕市集活動 11/29~12/4。 

15.外語學院六系報佳音 12/15 

16.外語學院代會幹部月聚會「咖啡故事館」預計 11月起週五中午舉行。 

17.民生織品學院馬槽設計布置比賽與展示(11月~12月) 

18.民生學院教職員慶生共融紓壓工作坊 10/26(二)中午民生創新發展中心。 

19.織品學院教職員慶生柔柔推推好安心防疫工作坊 10/28(四)中午生活午茶。 

20.民織學院聯合慶生藝術療癒工作坊 111年 1月 19日（三）在旭榮基地。 

(四)陪伴與關懷：學生心靈關懷、諮詢陪伴、特別意向代禱、學涯生活懇談。  

(五)急難關懷、救助、禮儀：理外民織四院之學生或其家屬生病、逝世以及喜慶、祈福、追思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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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遭遇急難情況之學生申請相關補助。 

~相關活動資訊請關注臉書「輔仁大學民生織品學院宗輔室」及「輔大外語宗輔」及「輔大理工學院宗輔」

粉絲專頁~  

歡迎按讚並分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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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 
 

一、服務精神 

為將天主教大學憲章具體落實於法、管、社科、醫四學院的教學、研究、服務等活動中，耶

穌會使命室以「夥伴關係」、「分享使命」、「共享成果」、「共融共識」的精神辦理推動各項

工作。 

並以耶穌會四項普世性使徒優先精神：「靈修分辨」、「弱勢關懷」、「青年陪伴」、「環

境保護」，經由信仰上的分辨在社會中促進福音正義，關懷弱勢並與之同行以肯定人性尊嚴，帶

動教職員生的良性互動、和諧氣氛，與青年學子一起守護我們共同的家園。具體說明如下： 

(一)參與所屬各學院院務會議、導師會議及系所主任、新進老師遴選……等有關會議，並積極提

供建議或有關使命精神之說明。 

(二)透過不定期舉辦學生分享共融聚會活動，輔導、關懷、培育學生，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

習團體」。 

(三)積極與學校各單位緊密配合，參與規劃、執行並主辦各項活動，致力實現真善美聖的全人目

標。 

 

二、耶穌會使命室服務團隊：連結網址 http://jmo.mission.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26 

單位/職稱 姓  名 分  機 辦公室地點 

耶穌會單位代表 嚴任吉神父 2905-2789 羅耀拉大樓 SL108 

使命室主任、醫學院宗輔 王文芳 2905-3409 國璽樓 MD147 

管理學院宗輔 林孟熹 2905-2728 羅耀拉大樓 SL110 

社科、法律學院宗輔 黃富巧 2905-2949 樹德樓 LW110 

耶穌會 馬天奧神父 2905-2616 樹德樓 LW111 

 

三、服務項目與內容 

(一)學生個別晤談（馬天奧神父、王文芳、林孟熹、黃富巧） 

1.目標：關懷、傾聽、陪伴 

2.對象：有需求的學生 

(二)學生急難關懷(醫學院：王文芳，管理學院：林孟熹，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黃富巧） 

1.目標：尋求實質幫助 

2.對象：關懷教職工生，特別是休/復學生、高關懷、弱勢學生及共助學生。 

3.方式：請系秘書、導師提供資訊，填寫申請書經師長簽名後，由學院關懷負責人提出 

申報。 

(三)學生分享團體（馬天奧神父、王文芳、林孟熹、黃富巧） 

1.目標：大學生活停、看、聽並認識天主如何關懷我和我身處的世界。 

2.對象：對天主教信仰/新聞時事、音樂有興趣的同學 

3.方式： 

(1)每週/隔週聚會一次。 

(2)宗教與社會相關議題文章/新聞或短片/影片播放，然後再一同分享、討論。 

(四)學生自主學習團體（王文芳、林孟熹、黃富巧） 

http://jmo.mission.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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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培育具服務-領導之人才 

2.對象：法管社科醫四院學生及學會幹部/卸任幹部 

3.方式： 

(1)團體定期會議。 

(2)辦理學會幹部培訓營（寒、暑假）。 

(3)系學會、自主學習團體陪伴與輔導等。 

(4)醫學院行政主管與僑生、陸生座談會。 

(5)服務成長營隊、座談會、讀經班、慕道班籌備及執行。 

(五)開放 LW110做為學生休息空間及「輔大惜食分享站」籌備中： 

1.目標： 

(1)讓學生有休憩、談心、討論、分享的地方，進而關懷、傾聽、陪伴。  

(2)參與社科院與民間團體合作之「食物銀行」計劃，搶救即將被丟棄的可食用物資，進行

妥善管理並能藉此關懷校園中弱勢的學生，不讓飢餓影響了青年學子身心的健康。 

2.對象：有需求的學生 

3.方式：開放 LW110做為學生休息空間並規劃成為「輔大惜食分享站」放置地點。 

(六)舉辦教職員工福傳培育、靈修成長、研習精進、自強共融……等活動。 (王文芳、林孟熹、

黃富巧) 

1.耶穌會單位主管共融營。 

2.耶穌會單位新進教師共融營。 

3.法、管、社科、醫四院秘書營。 

4.工友夥伴共融聚會。 

5.讀經班、讀書會、慕道班、疫情期間的心靈雞湯……等相關研習活動。 

 

四、禮儀活動：  

(一)以天主教禮儀年為中心，舉辦各項節慶禮儀及福傳共融活動。如四旬期、聖週、復活節，將

臨期、聖誕節…等。 

(二)以天主教聖事禮儀或禮儀精神，紀念、慶祝及完成人生各項重要階段。如婚配聖事、追思彌

撒或追思禮，醫學院各系加袍禮、加冠禮、配章禮、大體老師迎接禮、啟用禮、慰靈公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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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使命宗輔室 
 

一、服務工作團隊介紹 

季進德主任   校內分機：2860         辦公室：進修部大樓ES109 

何戀玉同仁   校內分機：2864         辦公室：進修部大樓ES112 

李淑芬同仁   校內分機：2851         辦公室：進修部大樓ES502 

二、服務目標與內容 

(一)、學生身心靈培育與陪伴 

1.目標：幫助學生找到生命意義，活出生命價值，與生命之源相遇。 

2.內容： 

(1)大型活動及禮儀：部週會祈福禮、畢業生祝福禮。 

(2)團體培育： 

a.菁英學生培訓計劃，透過全人培育，自我覺察，人際互動學習與服務他人，愛護弱小。 

b.輔印星空印度服務學習與文化交流計劃，透過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組織發展及自我成長能力，服務

學習深耕愛與勇氣，文化交流建立友好關係。 

c.領袖探索營：於暑期以一日或兩日營隊，培訓學生領導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d.學生成長團體輔導計劃：春天讀書會、音樂素養培育，在團體中閱讀、聆聽、分享、支持、成長。 

(3)國內外服務：菁英學生與輔印星空服務學習團隊，利用學期中週休二日及寒暑假到國內外服務學習。 

(4)個別陪伴聆聽與關懷：建立積極的生活態度，急難關懷、有特殊需求者轉介學輔中心，重大事件傷亡

協助。 

(二)教職員工身心靈成長與陪伴 

1.目標：透過交流、關懷、共融活動，促進教職員工身心靈健康與整合，提升服務品質，發揮真善美聖精

神。 

2.內容： 

(1)慶節禮儀：期初、期末彌撒、聖誕節、復活節共融、婚禮、喪禮、追思禮。 

(2)教職員工身心靈成長共融：新進教職員共融歡迎會、教職員共識營、心訊讀書會、與神對話讀經班、

遇見幸福讀經班。 

(3)成長精進自強活動。 

(4)婚喪喜慶之慶祝禮儀、關懷慰問，急難關懷。 

三、本學期活動項目 

(一)學生成長培育 

1.心靈成長果園 

▲音樂素養培育 

主題：每週練習，發揮歌唱潛能，校園報佳音，歡慶聖誕節的平安喜樂。 

歌曲：夥伴們喜愛的歌與聖誕名曲。 

指導：陳家祈老師，音樂系，主修聲樂、副修鋼琴。 

時間：每週四下午5點半至6點半，地點：ES111室。 

▲春天讀書會 

目標：閱讀與心得分享是求得知識與智慧的利器，讀書會提供跨系夥伴共同閱讀的機會。從閱讀中整理

思路，自我覺察，在分享中收穫成長，開拓思維與視野，鍛練口頭表達能力。 

讀本：Hope for the Flowers、White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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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顛峰心態。 

導讀：余淑娟老師，學歷：東海大學哲學學士、輔仁大學哲學碩士、博士。 

經歷：耕莘管理健康學校全人中心兼任教師 

時間：隔週五下午5點半至6點半，地點：ES111室。暑假期間以視訊進行。 

2.輔進菁英學生培訓計劃 

建立跨系培育的團體，使心靈的愛成為果實。 

▲報名 

日期：2021年9月24日至10月22日下午3點至晚上10點。 

推薦表索取，各班級導師與使命室-ES112室ES109室 

報到：2021年10月27日(三)晚上8點30分至10點。 

▲人際關係與全人發展體驗營：身心靈靜養與自我覺察，團隊組織與建立。 

日期：2021年11月21日(日) 

營主任暨主講人：季進德神父 講題：身心靈靜養與自我覺察，人際關係與發展。 

主講人：朱啟仁老師 講題：團隊組織與團康活動，探索教育。 

▲自我照顧：自我認識，自我成長。 

日期：2021年1月16日(日)，時間：上午9:00~12:00 

主講人：陳美琴老師，美國馬利蘭州羅耀拉管理學院諮商心理所博士 

專長：心理諮商、心理治療、藝術治療。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人際關係與溝通之關鍵，探索與練習。 

日期：2021年1月16日(日)，下午13:30~17:00 

主講人：方玉華老師，依納爵靈修中心專任講師 

專長：自我認識與人際溝通技巧 

▲寒假或春假，屏東孝愛老人之家與文健站服務學習，萬金與泰武部落文化交流。 

3.印度服務學習與文化交流計劃：深耕愛與勇氣的特質，體驗印度文化內涵，拓展胸襟視野與建立友好關係。

指導老師：唐維敏老師，隨隊神師：嚴任吉神父與季進德神父 

▲2021跨國團隊視訊會議：9月-11月 

跨國視訊交流與服務：11月-111年1月。 

▲2023團隊夥伴招募： 

日期：2022年2月 

地點：進修部使命室-ES112室、ES109室  

4.系學會幹部培育：凝聚團隊力量，傳承服務經驗。 

▲110學年度幹部傳承營 

日期：10月3日(日) 

時間:8:00-17:00 

地點:LM101。 

 

(二)教職工成長培育 

1.｢心訊」讀書會 

主題：閱讀從心而來的訊息，當代世界的訊息，展開思維，與自己、他人相遇，了解、同樂，圓滿工作與

成長。 

時間：每個月最後一個週三傍晚17:00-18:30。地點：ES1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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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遇見幸福讀經班 

時間：每週三下午14:00-15:00，地點：ES111 

3.與神對話讀經班 

時間：每週二晚上19:00-20:30，地點：ES502  

4.瑜珈—舒活身心靈：透過瑜珈，幫助同仁放鬆身體，提升心靈能量，擁有健康平衡的身心靈。 

日期：第一梯次9月30日至11月18日。 

第二梯次11月25日至111年1月13日。 

時間：每週四 16:30-18:00  

地點：醫學院大樓 國璽樓MD564。 

5.教職員信仰與身心靈樂活系列活動：舉辦講座或活動幫助教職員提升自己生活的品質並深入生命的價值與

意義。 

a.舒緩身心靈—精油香皂手作坊：COVID-19疫情已持續一段時間，為紓解您煩悶的心情， 

透過精油讓你的生活在芬芳氛圍中再度充滿活力。 

日期：110年8月18日(三) 

時間：下午1:00－3:00 

地點：ES101學習共享空間 

名額：人數限定20人，以報名優先順序錄取，額滿截止。 

b.放輕鬆—精油香皂手作坊：長期的防疫讓人疲乏，透過製作精油香皂讓你在芬芳中防疫， 

並擁有好心情。 

日期：110年9月09日(四) 

時間：下午2:00－4:00 

地點：進修部大樓學習共享空間ES101 

名額：人數限定25人，以報名優先順序錄取，額滿截止。 

c.我在輔仁的黃金歲月：輔仁是作育英才，接續傳承、成長的地方，許多人從大學時代、結婚、 

生子、及至退休，都在輔仁校園裏，刻下生命的軌跡，曾經被造就， 

而後參與培育他人行列，一起來分享，刻畫於輔仁的黃金歲月。 

主講者：唐維敏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長 

日期：110年9月10日(五) 

時間：17:00-18:30 

地點：進修部大樓學習共享空間ES101。 

名額：40人 額滿截止。 

d.進修部迎新同仁共融：歡迎加入進修部的教職員工，增進新進同仁的認識，促進教學與行政的交流。 

日期：110年10月初 

時間暫訂：16:30-18:00 

地點：進修部大樓學習共享空間ES101。 

(三)大型活動 

1.進修部大學入門使命特色單元介紹 

(1)授課老師與使命宗輔老師教學座談會 

日期：2021年9月30日(四) 

時間：17:30-18:30 

地點：ES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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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元介紹 

日期：2021年10月5日(二)至11月4日(四)止 

時間：18:40-22:00 (按各班大學入門上課時間) 

地點：淨心堂 

2.進修部開學祈福彌撒 

日期：2021年10月6日(三) 

時間：16:45-17:30 

地點：耕莘樓四樓聖堂 

3.進修部週會 

日期：2021年11月17日(三) 

時間：20:30-22:00 

地點：中美堂 

4.聖誕節系列活動 

(1)將臨期愛德活動 

日期：2021年12月1日至12月23日 

地點：進修部 

(2)進修部聖誕點燈暨進修部拔河比賽 

日期：2021年12月01日(三) 

時間：20:30-22:00 

地點：進修部大樓前廣場 

(3)人生哲學聖誕報佳音 

日期：2021年12月13日(一)~12月17日(五) 

時間：17:30-18:30 

地點：進修部 

(4)校園聖誕報佳音 

日期：2021年12月16(四)及12月20日(一) 

時間：17:30-18:30 

地點：真善美聖廣場、進修部大樓  

(5)學生團體暨新生跨系聖誕共融。 

日期：2021年12月23(四)，時間：17:30-18:30，地點：ES101 

(6)教職員聖誕節共融 

日期：2021年12月21日(二) 暫定 

時間：17:30-19:00，地點：淨心堂 

5.導師團體期末祈禱會 

日期：2022年1月5日(三) 暫定， 

時間：17:30-19:00 

地點：耕莘樓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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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新增「輔仁大學獎補助學生自治組織推動多元學習相關經費使用原則」，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組以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支持，依「輔仁大學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

勵辦法」(以下簡稱獎補助辦法)鼓勵本校各學生組織參與、舉辦專業相關競賽或展演

活動，本經費之核銷悉依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支用標

準」辦理。 

二、前述獎補助辦法第五條獎勵本校在學學生參與校級以上專業競賽活動，核給之獎勵經

費，原以「獎金」方式，由獲獎同學簽領後，匯入其帳戶；但，自 107學年起，教育

部規定本款項不得發放獎金，因此須由獲獎學生持當年度合法單據辦理核銷，行政程

序繁瑣，嚴重影響獲獎學生申請意願，亦不符本辦法立法初衷， 

三、經研發處協助溝通後，教育部指示本校需訂定統整教育部各式獎補助經費與學校配合

款之使用原則後，始得以發放獎金方式獎勵學生，本組遂著手草擬本經費使用原則。 

四、依據 110年 9月 8 日「輔仁大學獎補助學生自治組織推動多元學習相關經費使用原

則會議草擬會議」決議，提請學務會議審議。 

辦    法： 

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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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獎補助學生自治組織推動多元學習相關經費使用原則（草案） 

110年 11月 18日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擬定本經費使用原則。 

二、目的：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實學生自治組織(含社團等，以下簡稱學生組

織)專業設備，全面性推動學生組織辦理契合其宗旨目標之各式研習、訓練、培育、

經驗交流與同儕聯誼活動及鼓勵其參與、舉辦專業相關競賽或展演活動，以提昇學

生自主學習與積極爭取榮譽的正向風氣，統整教育部各式獎補助經費與學校配合款

給予支持。 

三、經費運用及分配原則： 

(一)社團經費補助：凡本校核准成立之學生社團每學期得依「輔仁大學學生社團輔

導辦法」第十一條提交活動計畫及預算，經本校社團經費審核委員會依「輔仁大

學社團經費補助核定辦法」審理後，核定補助經費。 

(二)師生活動費補助：依「輔仁大學師生活動經費補助辦法」，本校院、系學生自

治組織，每學年得依班級規模獲得固定經費補助，並可持計畫申請專案補助，經

本校師生活動經費審核委員會審理後，核定補助經費。 

(三)外聘專業指導老師費用：本校社團，依「輔仁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七條

延聘之專業指導老師費用。 

(四)社團專業設備：凡本校核准成立之學生社團每學期得依「 輔仁大學教育部獎補

助經費社團器材補助辦法」，於每學年依公告提出器材請購申請，經社團事務委

員會議審議後，提交至「校務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審議。 

(五)展演活動補助：本校各學生組織主辦之各種專業相關競賽、成果發表、展演活

動，依「輔仁大學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勵辦法」申請通過者。 

(六)競賽獎勵：本校各學生組織之團體或個人參賽獲獎並依「輔仁大學學生學習成

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勵辦法」申請通過者。 

四、經費支用原則： 

(一)依學生組織運作特質，本經費以一學年為期進行規劃，除社團專業設備與競賽

獎勵以學年核定補助為原則外，其他補助均採學期核定補助。 

(二)活動經費支用品項需符合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律定之實施要點，並依會計法、審

計法及會計制度等相關規定辦理各項財務管控機制。 

(三)支付外聘專業指導老師之費用，需符合所得稅法，並依會計法、審計法及會計

制度等相關規定辦理各項財務管控機制。 

(四)「校務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審議通過之社團專業設備品項，需遵循政

府採購法，並依「輔仁大學預算執行辦法」第十四條第一、二款規定執行，循學

校採購程序與財物歸屬、保管制度，納入財產管理系統，後續使用、維護、盤

點、報廢悉依學校法規辦理。 

(五)專業學習成果獎勵：本校各學生組織之團隊或個人，參與校級以上專業競賽獲

獎結果得申請獎勵，審查委員會需依競賽之規模、性質、可能產生之效果等核予

獎勵(含獎金)。 

(六)所有獎補助經費之支用，均不得牴觸經費來源律定排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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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經費所屬財物之歸屬及保管： 

(一)學校固定資產之增置，應由學校財產管理人員驗收蓋章，列入財產目錄。 

(二)使用教育部補助經費購買之財產應納入財產管理系統，財產之使用報廢應依相

關規定辦理，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六、本經費相關之查核及管考： 

(一)接受補助經費之活動，均需檢附完整活動企劃書、詳填活動申請表，經校方核

准後，據以辦理，活動結束後，依活動類型遞交成果報告書；依「輔仁大學學生

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勵辦法」補助之展演活動，另需提交展演錄影與

活動回饋資料備查。 

(二)獲專業學習成果獎勵之團體或個人，需提交所參與競賽之規章辦法、獲獎證據

等相關資料，集結成冊備查。 

(三)本經費相關審查結果需簽文公告，執行成果、帳目、財物等，得隨時接受校方

與教育部之稽查。 

七、本經費使用原則運用之獎補助經費與學校配合款，其請撥、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

本原則執行，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相關規定或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

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由輔仁大學獎補助學生自治組織推動多元學習相關經費使用原則草擬會議擬

定後，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45 

 

附錄一 
輔仁大學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勵辦法 

98年 3月 26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經委員會一審修訂 

98年 5月 7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經委員會二審修訂 

98年 6月 11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11月 11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 11月 10日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 3月 8日 100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 9月 1日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5月 12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7月 21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0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各學生組織參與、舉辦專業相關競賽或展演活動，提昇學生自主學習風氣，特訂

定「輔仁大學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本校各學生組織得就其主辦之各種專業相關競賽、成果發表、展演活動及所屬學生（提出申請

時須在學）參與相關專業競賽獲獎結果，申請獎補助。 

第三條 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由學務長、課外活動指

導組組長、學生事務會議各院教師代表、專業性社團指導老師代表組成之。 

第四條 補助原則： 

(一) 補助範圍： 

主辦校級以上專業相關競賽及展覽、演出、學習研究成果發表。 

(二) 主辦專業競賽，需有明確公正的審核標準及辦法，明訂名次及獎金，公開評選過程，並舉

辦頒獎典禮儀式，頒布獲獎人員。 

(三) 經費運用範圍： 

1. 主辦專業競賽之獎勵金，校外學者之審查費用。 

2. 主辦展覽、演出所需之印刷費、誤餐費、場地費、出版費、器材搬運費、校外學者協助

演出費用。 

3. 主辦學習研究成果發表所需之獎勵金、校外學者之審查費、印刷費、誤餐費、場地費、

器材搬運費。 

(四) 申請補助之展覽、演出、學習研究成果發表會及相關專業競賽有以下情形者，不予補助。 

1. 畢業展。 

2. 校內教師審查費。 

3. 校內場地費租金。 

(五) 補助金額與辦理方式：委員會每學期得依競賽或展演之規模、性質、可能產生之效果等，

視年度預算之多寡，給予部分補助。 

(六) 補助活動期間：得申請補助之活動，以當學期舉辦者為限。。 

(七) 經費使用原則須符合[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相關辦法。 

第五條 獎勵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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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校級以上專業競賽活動得就競賽獲獎結果申請獎勵。 

(一) 活動類型：校級以上之專業性競賽。 

(二) 活動規模：參與單位須達 3個以上。 

(三) 活動評審：確立評審人員之中立性、專業性，評選過程公正公開。 

(四) 獎勵金額與辦理方式：委員會每學年得依競賽之規模、性質、可能產生之效果等，視年度

預算之多寡給予獎勵。 

(五) 獲獎活動期間：得申請獎勵之活動，以當學年或前一學年舉辦者為限。 

第六條 申請表件：申請表及相關附件。 

第七條 審查程序： 

(一) 補助案件： 

於申請截止日前提交申請表、計畫書及預算表。 

(二) 獎勵案件： 

於申請截止日前提交申請表相關公文及獲獎證明。 

第八條 申請時間： 

(一) 補助案件：每學期受理一次，其具體期程另行公告。 

(二) 獎勵案件：每學年分兩次受理申請，其具體期程另行公告。 

第九條 經費請款及核銷： 

(一) 如因故須延期舉行或變更專業相關展覽、演出、學習研究成果發表內容，應填寫輔仁大學

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計畫變更申請表，報經課外活動指導組同意後始得變更；否則撤銷

補助。 

(二) 經費核銷結案： 

1.獲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兩星期內，提出活動成果評估表、收入支出結算表、活動照

片黏貼表、相關電子檔及其他相關活動資料，並檢附相關合格單據辦理結案。 

2.獲獎勵者：應於接獲核定通知後兩星期內，提出五百字獲獎心得、活動照片黏貼表及其他

相關活動資料，並檢附相關合格單據辦理結案。 

第十條 未依第九條規定辦理者，除追繳補助款外，且一年內不受理申請者之申請。 

第十一條 經申請者同意之後，輔仁大學對申請補助之展覽、演出、學習研究相關成果有公開使用權利。 

第十二條 本校各學生組織申請補助暨專業競賽獎勵相關補助金額、補助標準細則、核銷細則、審查指

標及本辦法未有規定者，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另行訂定之，並經學務長同意後公布實施。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