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10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提報資料 

壹、 學務處 

一、 原民會委託本校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造暨文化健康站專案

輔導專案管理中心（北區）」，107.05.24（四）10:00 假野聲樓 1 樓谷欣廳首次辦理北區

文健站聯繫會議，原民會社福處柯麗貞科長、本校使命副校長、學務長、本案諮詢委員、

宜新北桃竹苗地區文健站 54站相關人員、北區大專校院原資中心承辦人等共 108人與會。

會中簡介本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原民部落營造之推動、輔導、監督與審核、管理及追

蹤專案工作，同時整合大專校院資源，共同推展大專校院之社會參與層面。 

二、 107 學年度導師遴聘工作：敬請各學院配合於 107.06.30 前，將「院、系導師代表推薦表」

及「各學系班級導師推薦表」連同「院導師工作委員會」會議紀錄函送學務處續辦。 

三、 107 學年度導師班級經營工作成果獎勵案：敬請各學院「院導師工作委員會」推薦輔導成

效卓著之導師乙名，並請各院系鼓勵所屬各班級導師申請。 

四、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訂於 107.06.16（六）舉辦，活動規劃如下： 

（一）校園巡禮 08:30-09:00 於校園實施。 

（二）畢業典禮 09:00-10:20 假中美堂舉行。 

（三）院、系活動 10:45 時起辦理。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各級單位與行政主管行程管制表，請詳參附表。 

五、 107.05.08（二）假野聲樓 1 樓谷欣廳辦理「輔仁大學助學方案暨就學貸款宣導講習」，與

會學生皆專注參與講習並於會後踴躍提問，活動圓滿順利。另為提供學生更便捷之服務，

將於 107.06.20（三）08:30-16:30 於野聲樓 1 樓谷欣廰，由新莊戶政事務所人員提供戶籍

謄本申請服務。 

六、 「第二屆校特殊教育體驗週於 107.05.07-05.11假風華再現廣場辦理。本次邀請 13間身

心障礙社福團體共襄盛舉。愛心市集義賣參與單位計有:熊米屋愛心烘焙坊、孫媽媽工作

坊、臺北市私立聖文生兒童發展中心、財團法人台灣雷特氏症病友關懷協會、財團法人羅

慧夫顱顏基金會、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區家園、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長庚精神科、盲人重建院、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自立社區學園。並設計身心障礙體驗活動

(換 way思考、越讀越障愛、聽鍵幸福、我有話要說、憂游煩間)、電影賞析(聲之形)，與

生命教育講座(夢想肢戰)，除了讓本校師生更貼近特殊教育也拉近社區與校園之間的距

離。除此外，特別邀請社工系吳亭賢校友(視障按摩師)辦理按摩體驗，體驗無定價，由體

驗師生樂捐。吳亭賢學長並將此筆收入($8,350 元)全數捐給資源教室，以實際行動回饋

母校。感謝使命副校長、校內師長及同學們熱情地參與。 

七、 「第二屆校園金句良言短句徵文競賽」活動定於 107.05.23 假文開樓 2A 教室舉行頒獎暨

作品賞析活動，本次徵文共 34 件投稿，計評選前三名各 1 名以及佳作 5 名，計獎勵 8 位

同學。 

八、 「領袖人才培訓營」定於 107.07.02-04 假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於 107.05.18 開放報名，

預計有全校新任自治組織及社團負責人 190 名及工作人員 50 名參與。營隊將以體驗教育

的活動形式，培育新任負責人在領導團隊時所需要的態度及溝通技巧等軟實力，並在營隊

中促成共融合作的氛圍，讓各新任負責人間串起橫向的聯結，為未來校園內的課外活動培

育出更正向、富有創造力的能量。 

九、 健康促進活動「@輔大愛健康－大學生，外食營養知多少?」於 107.05.11 及 107.05.18 舉



辦 2 場活動，提昇學生外食營養均衡攝取健康飲食教育，各計有 44 人及 55 人參與。 

十、 畢業生問卷調查：本年度調查仍維持校內兩階段分工，由系所依目標填答率先行執行，後續

由職輔組依全國平均填答率進行問卷回收。為達校內有效分工作業，107.05.01 已完成相關說

明會議，並開放系所經費補助申請。職輔組已於 107.05.18 公布經費申請結果，並於 107.05.21

起全面開放問卷線上填答。敬請各系、所、學程注意填答期程，並完成相關作業事項。 

十一、 企業校園共榮：本學期辦理「2018 校園徵才季」定於 3-5 月辦理，安排廠商：特力集團、

勤立生技、日盛期貨、台新銀行、精誠資訊、立可人事顧問、布爾喬亞公關顧問、龍巖、

威立顧問、藏壽司、美敦力、長頸鹿美語、信義房屋、雲朗集團、大樹醫藥、可口可樂、

儒鴻紡織、長榮海運、長榮飛行、臺灣港務公司、UNIQLO、 LV、生活工場、統一超

商、柏莉（LIPPY）、誠品、國軍北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及民航局等 28 家，共計 838 人

參加。另辦理勞保、期貨等 2 場就業講座，計 60 人參加。 

十二、 原住民族學生相關服務與支援：為協助大一入學之原住民族新生提早適應大學生活與

獲取校內外原住民族相關權益及原住民族活動資訊等，於 5 月份下旬寄發簡介及原住

民族各式資訊予 107 學年度個人申請(外加名額)錄取者，共有哲學系等 32 系計 40 人，

另繁星推薦錄取 2 人，共計 42 人。 

十三、 「迎夏慶端午－粽星齊聚」端午節聯歡活動：107.06.13（三）中午假舒德樓 4 樓僑陸組

辦公室辦理，讓僑陸生透過品嚐粽子等活動來體驗與瞭解華人節慶的傳統文化。 

十四、 僑陸生畢業祝福茶會：107.06.16（六）11:30 假野聲樓 3 樓第一會議室舉行，除邀請校

內師長給予僑陸畢業生祝福與鼓勵外，並將頒發僑委會獎勵學行優良應屆畢業僑生獎

狀及獎金、僑陸畢業生代表致感謝詞及感恩祝福時間；最後安排師長、僑陸畢業生與家

長們合影，在輔大留下最後溫馨感人的紀念。 

十五、 強化校園安全維護： 

（一） 持續與院系導師、秘書及學生幹部保持聯繫，掌握季節變換之心理異樣，尤以個

案學生，先期轉介輔導，消弭校安事件發生。 

（二） 加強校園安全巡查，置重點於意圖不明逗留建物空間內人員之盤詢及違規吸菸人

員之勸導，以維護校園安全。 

（三） 加強宣教暑期（校外/境外）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如戶外登山、露營、溯溪、戲水、

境外（含實習、服務學習）旅遊等，除需做好行前規劃及裝備檢查，更應考量體

能狀況，掌握天候氣象變化及活動安全回報，以掌握學生暑期活動安全。 

十六、 107 年 4-5 月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輔仁大學  107 年 4-5 月 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月份 車禍 
疾病 

送醫 

肢體 

衝突 

自我 

傷害 

遺失 

(失竊) 
騷擾 

運(活) 

動傷害 
詐騙 其他 小計 

4 月 1 4 0 7 27 4 0 1 30 74 

5 月 2 1 0 7 22 2 0 1 18 53 

小計 3 5 0 14 49 6 0 2 48 127 

事件統計截止日：107.05.22 

 

 



106學年度畢業典禮各級單位與行政主管行程管制表 
6月 16日(週六)   校園巡禮 0830-0900   畢業典禮 0900-1020 

參加人員 事項 時間 地點 執行事項 

一、與會校友代表: 

江惠貞學姊 
 

二、校長、副校長、校  

    牧、主任祕書、五  

    長、各學院院長、 

    進修部主任、全人   

    中心主任。 

校 

園 

巡 

禮 

0830

至

0900 

0810 

野聲樓 

谷欣廳 

公共事務室

貴賓室 

著博士袍 

0825 
野聲樓 

前階梯 
照團體照 

0830 

至 

0850 

野聲樓 

至中美堂 

選手休息室 

引領畢業生進入中美堂 

一、與會校友代表。 

江惠貞學姊 
 

二、校長、副校長、校 

    牧、董事柏殿宏神 

    父、主任祕書、五 

    長、各學院院長、 

    進修部主任、全人    

    中心主任、其他一 

    級行政。 
 

三、宗輔中心主任、三 

    單位代表暨主任、 

    進修部使命室主任 

畢 

業 

典 

禮 

0850

至

1020 

0850

至

0900 

中美堂 

選手休息室

前至南門下 

排師長們進場序 

0900 
 

 

 

 

 

 

 

 

 

 

 

中 

美 

堂 

一、師長們進場 

0903 二、畢業生授證代表進場 

0905

至 

0935 

三、典禮開始：唱國歌 

    貴賓介紹:    

四、回顧與感恩影片 

五、校友代表致詞： 

江惠貞學姊 

六、校長致詞 

校長 

教務長 

院長 

博士班指導教授 

 

 

 

 

 

 

 

0935

至

1000 

七、頒授學位及學位證書: 

  1.教務長推薦應屆畢業生。 

  2.博士生(30位) (分三梯次) 

    ：由指導教授(院長)撥穗、 

    校長授證。指導教授不克出  

    席請院長撥穗。 

  3.碩(專)、學士生以院為單位 

    (分四梯次)：院長撥穗、校 

    長授證。 

  4.每梯次撥穗、授證師長與畢  

    業生合照。 

董事柏殿宏神父 

 

 

1000

至

1005 

八、頒獎: 

    台灣基督宗教大學校院聯 

    盟獎(一位)。 

全體 1005

至 

1020 

九、謝師暨謝恩禮 

十、祈福禮 

十一、唱校歌(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