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109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提報資料 

壹、 學務處 

一、境外生入境 

(一)自教育部開放境外學生(含僑生、在學陸生、外籍生之應屆畢業生、在學學位生及新生)回臺

就學及外交部專案與華語文學生，迄今輔導與服務境外返台就學人數統計如下： 

區分 
應屆畢業

境外學生 

在學學位生 109 學年度新生 其他 

在學 
僑陸生 

在學 
國際學生 

僑陸 
新生 

國際 
外籍新生 

華語文 
學生 

台法交流
實習生 

已入境 
(完成檢疫) 

51 327 17 146 18 12 6 

居家檢疫中  5      

小計 400 164 12 6 

合計 582 

資料時間：109.11.30 

(二)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配合教育部專案～境外生返台居家檢疫機制，自 7 月 1 日起規劃機場

接機、檢疫旅館及機場報到櫃台服務人員，迄今累計投入 173 人次(學務 143/國教 22/系所

8)。 

二、109 年度導師班級經營成果獎勵分享活動：本學年度導師班級經營成果獎勵共計 13 位導師獲獎，

學務處業已依據｢輔仁大學導師班級經營工作成果獎勵辦法｣邀請獲獎導師公開分享班級經營實

務，共計辦理 3 場次分享活動，各場次辦理時間及參與人數如下：第一場次 109.11.6(五)35 人、

第二場 109.11.13(五)42 人、第三場次 109.11.20(五) 47 人，3 場次總計 124 人次參與。 

三、109 學年度導師及研究生輔導制度調查： 

(一)鑒於近年來研究生導師輔導需求增加，為強化本校研究生輔導工作，學務處啟動本案調查作

業，調查期間：109.10.27~109.11.03.，總計有 58 個系所單位填答，填答結果將作為研究生

輔導制度建立之參考。 

(二)將研究生導師納入導師輔導系統 2.0 規劃，並研議未來各系所配合提報研究所導師班級推薦

表，讓研究生導師運用導師輔導系統進行輔導工作。 

四、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依教育部規定，用於協助推動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之學習

輔導，109 年 1 月至 10 月目前總申請經費為 565 萬 7,035 元，執行率達總計畫經費 74.2%（經

費核定 761 萬 7,800 元）。 

五、校慶感恩晚會於 109.12.04（五）19:00 至 20:30 假中美堂舉辦。會中頒發「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

獎學金」（5 名），並安排精彩節目演出。 

六、校慶園遊會於 109.12.05假風華廣場、閃光大道辦理，活動主題是「My Life」，將輔大的生活

比喻為大富翁。本次的 slogan 為「命運創造輔人，輔仁創造機會」。每次遊玩都會遇到不同的

玩家，經過的土地、抽到的卡牌也因人而異，最重要的是體會其中樂趣，活出獨一無二的 「My 

Life」。行政/教學單位、社團/學會、校內外創意二手市集攤位皆會設攤，共計 103攤，一同慶

祝輔大 95週年生日快樂。當天也安排社團表演活動(競技啦啦隊 Mars、國術社、魔術社、港澳



同學會、光火藝術社、搖滾音樂研究社、嘻哈文化社等)及藝人卜學亮、李友廷、婁峻碩、趙晨

的精彩演出。 

七、多元文化特色營造～僑陸嘉年華：今年活動訂於 109.12.05(六)，配合本校校慶園遊會辦理。主

題為「多元扭蛋機」，活動分三大區塊進行：歌舞動態展、文化體驗區、特色美食區；希望藉由

各地區精采的文化展現，讓參加者近距離體驗不同的風俗民情。 

八、原資中心獲教育部補助成立「地方創生推動中心計畫(原住民族地區)」，建置及優化基地(全國

原住民區地方創生推動基地)，109 年 11 月 19 日邀請江漢聲校長、袁正泰副校長、聶達安副校

長、張懿云副校長、吳文彬主秘、林之鼎校牧、耶穌會單位代表嚴任吉神父、織品學院羅麥瑞修

女、王英洲教務長、陳若琳學務長、陳慧玲總務長、唐維敏國教長等，共同為創生基地地板彩繪

蘭嶼達悟族「船眼」圖騰。蘭嶼的達悟族(海洋民族)，將圖騰畫在拼板舟船首和船尾的左右兩側，

就像是船的眼睛，有避邪、保佑平安和指引方向的神聖意義。藉此守護原民外，亦守護輔大全校

師生。基地建置完成後，訂於 12 月 5 日辦理原民地區五個原民部落地方創生藍圖策展活動。 

九、急救教育課程：本學期計舉辦 5 場急救教育訓練 CPR+AED 認證課程，於 10/24(六)已完成上、

下午 2 場認證課程，報名計 106 人，出席計 93 人(87.7%)，100%通過學術科評核取得台灣急救

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核發證照。另 3 場急救教育訓練 CPR+AED 認證課程，分別於 11/26(四)、

11/28(六)辦理(上下午各 1 場)，目前已累計 171 人報名。 

十、「109-1 期中考歐趴糖分享」活動於 109.11.04（三）中午 12 時至 14 時，假風華再現廣場舉辦，

傳達學校師長對學生期中考試的鼔勵及關懷之情，祝福「考試 ALL PASS、事事有樂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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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特別邀請外籍生(32 人)及資源教室同學(62 人)參加，擴大宣教層面與效果。 

十一、109-1 特殊教育輔導協調會議，共計 35 人出席參與，包括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及行政

單位長官，審議 110 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工作計畫及經費執行。 

十二、職涯輔導知能研習：109 學年度辦理兩場導師職涯輔導知能研習，於 109.10.22 辦理「5G 產

業發展趨勢前瞻」，計 29 人參與；109.11.04 辦理「疫情對消費性產業之影響與創新展望」，

計 18人參與。 

十三、形象打造工作坊：從妝、髮、服裝到儀容，藉由專業老師指導及實際演練，打造學生的個人

及專業形象。訂於 109.11.19至 12.24，每周四共辦理兩系列各三堂課程。 

十四、109.12.22(二)-23(三)於校門口、利瑪竇大樓前舉辦兩日捐血募集活動，由學務處課指組承辦，

共計有四台捐血車進駐，邀請全校師生一同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十五、僑陸生聖誕餐會：訂於 109.12.23(三)18:00-21:30，假野聲樓一樓谷欣廳舉行，現場除提供

豐富美味的餐點外，更精心設計有趣的團體競賽遊戲及交換聖誕小禮物等，為遠在他鄉求學的

僑陸生，獻上一個溫暖歡樂的聖誕夜晚。 

十六、軍訓室主任及校安教官至福營及明志派出所協調強化本校校園周邊熱點巡查，巡查熱點為學

校水利溝貴子路端至進修部側門、514 巷、新北大道 6 段 79 巷（進修部側門經小夜市往新北大

道方向）、立體停車場至 508巷；以上區域沿路巷弄複雜且光線不佳，易肇生危險，福營及明志

所長均允諾實地勘查檢視監視系統及增設巡邏箱(已增設貴子門、神學院對面 2處)，並請值勤員



警加強注意該地區之安全維護工作；同時，列入本校校安中心值勤人員每日巡查重點區段；另協

助檢視校內照明不佳地點，提供總務處參考。 

十七、軍訓室於聖誕點燈、校慶晚會以及校慶運動暨園遊會等活動配合宗輔中心、生輔組辦理交通安

全管制、學生引導及維護安全等任務。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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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加強班級課程融入式宣導，建立學生防詐騙、工讀安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校內外人身安全

(重點宣導)、消費糾紛、賃居處所用電及防火等災害預防注意事項宣導，減少類案肇生。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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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109 年 10~11 月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輔仁大學  109 年 10~11 月 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月份 
交通 

事故 

意外 

疾病 

送醫 

藥物 

濫用 

自我 

傷害 

遺失 

(失竊) 

騷擾 

(性平) 
詐騙 

情緒 

困擾 

擾鄰 

喧鬧 

網路 

租賃 

糾紛 

其他 小計 

10月 3 16 0 11 20 13 0 1 7 3 8 82 

11月 6 13 0 12 10 23 0 1 2 1 10 78 

小計 9 29 0 23 30 36 0 2 9 4 18 160 

事件統計時間：109.10.01 ~ 109.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