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提報資料 

壹、 學務處 

一、 108 學年度導師班級經營工作成果獎勵案：本案由使命副校長召集委員會審定之，獲獎導師計 12

位，包括各學院推薦 8 位及自行申請 3 位，本處規劃於全校導師會議公開表揚，並於 108.11.19

（二）、108.11.20（三）、108.11.21（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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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如下： 

序號 學院別 學系名稱 姓名 備註 

1 文學院 哲學系 張存華 院推薦 

2 傳播學院 影傳系 蔡淑麗 院推薦 

3 藝術學院 景觀系 黃文珊 院推薦 

4 理工學院 生科系 崔文慧 院推薦 

5 理工學院 數學系 李勇達 自行申請 

6 民生學院 餐旅系 鄭姍姍 院推薦 

7 民生學院 餐旅系 賴宏昇 自行申請 

8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系  李玉蓮 院推薦 

9 管理學院 資管系 董惟鳳 院推薦 

10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蔡雪芳 院推薦 

11 醫學院 職治系 江心瑜 院推薦 

12 醫學院 公衛系 陳凱倫 自行申請 

二、 108-1 全校導師會議：本學期定於 108.11.06（三）12:00-15:30 假國璽樓 1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全校

導師會議，會議中安排導師知能演講主題為「校園自我傷害防治」，邀請張君威醫師（附設醫院精

神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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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助學金及清寒助學金等各項申請情形如下： 

（一）就學貸款：計 4,381 名（日間部：3,431 名、進修部：950 名）申請，貸款金額計 2 億 1,863

萬 3,198 元（日間部：1 億 8,570 萬 4,649 元，進修部：3,292 萬 8,549 元）。 

（二）就學優待減免：計 1,494 名（日間部：1,187 名，進修部：307 名）申請，補助金額計 4,939

萬 8,029 元（日間部：4,312 萬 5,634 元，進修部：627 萬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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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名（日間部：163 名、進修

部：15 名、研究所：11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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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名（日間部：56 名、進修部：

15 名、研究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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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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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獎助學金獲獎同學分享，同學表達受學校關照，備感溫馨。各場次如下： 

（一）日間部學士班班代表座談會 108.10.16（三）於利瑪竇大樓地下 1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二）進修部學士班班代表座談會 108.10.16（三）於進修部大樓地下 1 樓演講廳舉辦。 

（三）碩士班 1、2 年級班代表座談會 108.10.23（三）於野聲樓 1 樓谷欣廳舉辦。 

五、 108 學年度校慶園遊會：定於 108.12.07（六）舉行，活動主題為「FUjen-viSION  94 輔大校慶」，

合併英文大寫部分為 FUSION，代表著輔仁大學融合著不同國家的學生、不同學院的專長以及不同

年代的校友們，如同 108 學年度校慶 Slogan：在「主愛內互為肢體」，能夠將這些元素做完美融合

的我們，自是因為具有獨特的「輔仁視野」（FUJEN-VISION）才能做到；副標題的部分是「94 輔

大校慶」，94 採用的是諧音的概念，運用年輕人時常使用的 94（就是），做為更加強校慶的語氣。 



六、 僑陸生獎學金審核會議：108.11.11（一）11:00 假舒德樓 4 樓會議室舉行，審查僑生清寒助學金、

優秀陸生獎學金及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 

七、 多元文化系列講座：108.11.18（一）假文開樓 3 樓 3A 會議室辦理，主題為「越氏風情，從華人文

化看越南」，邀請潘佩儀同學（生科四）進行分享，透過自幼在越南的成長的經驗，讓參與師生一

同認識越南的另一面。 

八、 輔仁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108.10.24（四）假野聲樓 3 樓第一會議室召開，進行 109 年度特

殊教育工作計畫審核、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相關經費審議、109 年度輔仁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

補助申請審核及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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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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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4

（一）受理同學自備餐具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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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獲精美宣導品 1 組。 

十、 原住民族學生陪伴與相關服務：辦理「黃家璧校友支持原住民族學生安心就學計畫」，受理清寒學

生之相關業務，協助學生安心就學，減輕學生家庭經濟壓力。 

（一）清寒原住民族學生住宿補助：本學期預計補助 40 名。 

（二）原住民族學生急難救助金：本學期至 108.10.14（一），計補助 2 名（學生因交通事故住院與

療養，急需經濟資助）。 

十一、 輔仁大學第七屆原住民族菁英人才培育計畫：共 14 位原住民族學生於 108.09.27-10.07（五-一），

參與假帛琉辦理之「南島民族論壇－2019 年執行委員會議」暨「南島語言復振國際論壇」開幕

式之原住民族樂舞展演並進行文化交流。預定於 108.11.29（五）18:00 假百鍊廳辦理「成果分享

會」。 

十二、 強化校園安全維護： 

（一）賡續輔導院系學生加強與班級幹部聯繫（新學期班代學生領袖），建立良好師生溝通聯繫

管道，先期輔導，消弭校安事件發生。 

（二）加強推廣「輔仁-平安符」Line@推播功能，俾使學生踴躍加入並予以廣傳，以建立防詐騙、

工讀安全、水域安全、校內外安全、人身安全、防溺防中暑（含熱衰竭）、消費糾紛及災

害預防等諸般安全注意事項宣導，減少是類情況肇生。 

（三）軍訓室配合生輔組有關學生賃居安全業務推展，由各輔導教官調查學生租屋處所，並積極

實施訪視及輔導。 

十三、 108年 9-10月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輔仁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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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0 8 15 18 0 2 21 75 

10 月 0 3 0 4 14 6 1 1 8 37 

小計 2 12 0 12 29 24 1 3 29 112 

事件統計截止日：108.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