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提報資料 

壹、 學務處 

一、 107 導師班級經營工作成果獎勵案： 

（一） 導師工作成果之遴選，由使命副校長召集委員會審定。通過獲獎導師計 12 位，包括各學

院推薦 8 位及自行申請 3 位（名單如附表）。 

（二） 學務處規劃於全校導師會議公開表揚，並於 107.12.11、107.12.14、107.12.20 舉辦 3 場發

表會，邀請獲獎導師公開分享班級經營實務，敬請院系主管鼓勵所屬導師參加。 

107 學年度｢導師班級經營工作成果獎勵｣獲獎導師名單 

序號 學院別 學系名稱 姓名 備註 

1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楊小華 院推薦 

2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邱文才 自行申請 

3 教育學院 圖資資訊學系 彭于萍 院推薦 

4 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學系 陳燕靜 院推薦 

5 理工學院 化學系 陳元璋 院推薦 

6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王媛慧 院推薦 

7 民生學院 營養科學系 劉奕方 自行申請 

8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郭翠菱 院推薦 

9 管理學院 統計資訊學系 莊瑞珠 自行申請 

10 社會科學院 宗教學系 張超然 院推薦 

11 醫學院 護理學系 劉莉妮 院推薦 

12 進修部 歷史學系 徐惠卿 進修部推薦 

二、107-1 全校導師會議：訂於 107.11.07（三）12:00-15:30 假國璽樓 1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會中安

排導師知能演講主題為「大學生容易觸犯的法律問題」，邀請鄧煌發教授（中央警察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蒞校主講。 

三、為協助本校經濟弱勢學生能順利就學，致力推動各項就學補助相關措施，本學期就學貸款、就

學優待減免、生活助學金、清寒助學金等各項申請情形如下： 

（一） 就學貸款：本學期計 4,354 名(日間部 3,376 名、進修部 978 名)學生申請，貸款金額計 2

億 1,592 萬 5,325 元（日間部 1 億 8,258 萬 9,198 元、進修部 3,333 萬 6,127 元)。 

（二） 就學優待減免：本學期本校共計 1,542 名（日間部 1,199 名、進修部 343 名）學生申請，

補助金額計 4,924 萬 9,337 元（日間部 4,246 萬 3,131 元、進修部 678 萬 6,206 元）。 

（三） 生活助學金：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審定，通過 180 名（日間部 153 名、進

修部 15 名、研究所 12）學生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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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清寒助學金：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審定，通過 73 名（日間部 50 名、進修

部 20 名、研究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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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原住民族學生陪伴與相關服務：本學期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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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15 名男學生及 20 名女學生申請通過。依本校相關原

資中心會議與辦法，辦理清寒學生之各式業務，以協助學生安心就學，減輕學生家庭經

濟壓力。 

（二） 本月受理「黃家璧校友補助原住民族學生急難救助金」3 名個案，2 名學生為學生本人因

病住院與 1 名學生因家長重大傷病住院，急需經濟資助，故依實施要點給予補助。 

 



五、班代表座談會：於座談會中宣導各行政單位舉辦之活動及業務訊息與進行意見交流，並特別於

日間部學士班場次安排獎助學金獲獎同學分享，學生表達受學校關照，備感溫馨。各場次如下： 

（一） 進修部學士班班代表座談會於 107.10.17（三）20:30 假進修部大樓地下 1 樓演講廳召開。 

（二） 日間部學士班班代表座談會於 107.10.24（三）13:30 假利瑪竇大樓地下 1 樓國際會議廳

召開。 

（三） 碩士班 1、2 年級班代表座談會於 107.10.29（一）10:00 假野聲樓 1 樓谷欣廳召開。 

六、107 學年第一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定於 107.10.18（四）召開，進行輔仁大學 108 年度

特殊教育工作計畫審核、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相關經費審議、108 年度輔仁大學身心障礙學生

交通費補助申請審核及 107-1 特殊教育學生提報鑑定作業審議，藉由此會議協調本校推動及審

議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七、畢業生調查：本年度系所調查於 107.09.30 已全面截止，職輔組於 107.10.01-31 進行最後一波畢

一、畢三及畢五全校性調查作業，希冀各系所皆可達校定填答目標。依教育部規定，本校將於

107.11.15 前完成原始資料編碼及上傳教育部平台作業，屆時仍未達校定填答率之系所，需填報

「未達校定預期回收率之執行說明表」，呈核校長後回傳教育部。 

八、本學年度校慶園遊會定於 107.12.08 舉行，活動主題為「一同臨校慶」，由「107 學年度校慶園

遊會」做發想，取諧音（1=一，0=臨，7=慶）做為概念，歡迎校友與教職員工生一同光臨校慶。

並以此主題延伸出主視覺與周邊宣傳物品，以跨時代為包裝，分別呈現出不同年代在校生的特

色，讓參與校慶的校友們彷彿置身時光機一樣，感受不同時期的輔仁之美。 

九、為鼓勵同學少用一次性商品，本學期辦理健康教育活動「自備餐具，愛健康－集點活動」，自

107.10.15 起同學可自備餐具集點。同學需自備餐具於校內餐廳用餐，每次獲贈點數 1 點，集滿

21 點即可獲贈精美名牌套或不鏽鋼吸管組。 

十、職人夢想家系列：邀請懷抱夢想與熱忱的職人們，帶來關於產業和職場上的第一手訊息。107 學

年度第一學期定於 107.10.24、11.14、11.28、12.12 分別辦理「寫出你的快樂人生」、「聊天機

器人玩轉新商務」、「跌倒了別急著爬起-人生整理術」及「沒有痛苦，哪來的快樂-職棒工具

人余德龍」計 4 場講座。 

十一、僑陸生文化之旅-泰雅文化體驗營：定於 107.11.17（六）於桃園泰雅文化學苑舉行。希望藉由

導覽及手作，體驗台灣泰雅族原住民文化，促進文化交流與融合，讓本校僑陸生瞭解文化間的

差異，並透過活動的參與，增進彼此間的感情，以期更快融入團體生活。 

十二、強化校園安全維護： 

（一） 配合生輔組推展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業務，由各輔導教官調查學生租屋處所，並積極實

施關懷訪視及輔導。 

（二） 賡續加強「輔仁平安符 Line@」推播宣導，俾使學生在學期間建立防詐騙、工讀安全、

校內外安全、人身安全、防毒拒毒及消費糾紛等諸般安全注意事項宣導，減少是類情

況肇生。 

十三、107 年 9-10 月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輔仁大學  107 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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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6 5 0 11 35 6 0 0 17 80 

10 月 0 3 0 2 16 1 0 1 5 28 

小計 6 8 0 13 51 7 0 1 22 108 

事件統計截止日：107.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