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110學年度第 03次行政會議提報資料 

壹、 學務處 

一、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及相關業務報告： 

(一)校園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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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設定地點代號與名稱，下載建置；師生進入各場所請掃描 QRcode，

以落實實聯制。 

(二)防疫期間學生健康追蹤關懷： 

境外生追蹤入境後居家檢疫 14天健康情形並登錄衛福部追蹤關懷系統。一般生若衛政

系統通知確診或匡列隔離，本組也會持續追蹤關懷。本年度八月至今共 3名確診(2名

已解除，1名住院中)，境外生居家檢疫累計人數共計 363人，其中完成檢疫者已達 341

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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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名僑陸生入境(僑生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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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名(僑生 8 名、陸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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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僑陸生返台之導師關懷輔導： 

1.依據教育部同意各校境外生申請入境之優先順序，並配合僑陸組自 9 月初起陸續提

供的僑陸生入境名單，請導師們協助於僑陸生居家檢疫 14天中遠距關懷學生身心狀

況，至少主動連繫一次，技巧性的關懷學生身心狀況 (手機、LINE、WeChat、messenger、

電子信箱通訊等皆可)，並請導師將對學生的關懷輔導記錄於導師輔導系統(輔導類

型請勾選”生活”這一項，並簡述關懷內容與學生狀況)。此外，請提醒學生完成居

家檢疫 14天之後的 7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不得進入學校。 

2.截至 110.10.14(四)導師協助僑陸生居家檢疫之關懷輔導總計 280 人(包括大學部

204人､研究生 76人)，僑陸生返台之導師關懷持續進行中。 

二、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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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案業經學務處於

110.10.8(五)、110.10.21(四)召開兩次審查委員會議，通過獲獎導師計 14 位，包括

各學院推薦 12位及自行申請 2位，獲獎名單如下： 

序號 學院別 學系名稱 姓名 備註 

1 文學院 歷史學系 郭容吟 院推薦 

2 教育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黃元鶴 院推薦 

3 傳播學院 影像傳播學系 黃乃琦 院推薦 

4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張敏娟 院推薦 

5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李素卿 院推薦 

6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嚴雯聖 院推薦 

7 民生學院 營養科學系 劉沁瑜 自行申請 

8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翁慧茹 院推薦 



序號 學院別 學系名稱 姓名 備註 

9 法律學院 學士後法律學系 邱彥琳 院推薦 

10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李禮孟 院推薦 

11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邱惠玉 院推薦 

12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簡辰霖 院推薦 

13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趙家佳 自行申請 

14 進修部 哲學系、室內設計學程 陳梅珍 進修部推薦 

(二)學務處將規劃於 110.11.18(四)辦理的學務會議公開表揚獲獎導師。 

(三)本學年度邀請獲獎導師公開分享班級經營實務，於 110.12.1(三)、110.12.7(二)以及

110.12.9(四)，舉辦 3場發表會，敬請院系主管鼓勵所屬導師參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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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月至 9月學習輔導

獎勵金累計補助金額為 508 萬 5,526 元，執行率達總計畫經費 64.49%（經費核定 788 萬

6,000元）。 

四、110「院導師輔導工作經營與推展暨導師時間課程活化」方案： 

(一)本案係教育部補助本校 110年度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共構陪伴網、輔仁愛無

礙」特色主題計畫三年中長程發展計畫之其中一環；為激發各學院導師對現行導師輔

導工作創新突破之發想與動力，以及促進導師生互動與溝通，特推動本項補助方案。  

(二)敬請各院系協助本案推廣並配合將補助申請表所列議題，納入「院導師會議」以及

「導師時間」規劃探討，本案實施期間至 110.12.15.止，惟補助申請日期至預算用

罄即截止。  

(三)截至 10.22(五)申請案總計 14件，包括院導師會議申請 4件，導師時間申請 10件，

敬請尚未申請的院系多加支持。 

五、110-1全校各學系｢缺修導師時間｣學生名單處理作業： 

(一)本案配合教務處｢網路初選、網路加退選、轉退學檔｣等時間分批處理。 

(二)各學系業已配合將「缺修導師時間學生名單」，依「系層級會議」決定導師編配機

制，並運用課務組開放的系統權限，逐一將「缺修導師時間學生名單」代入應歸屬的

導師。截至 10.22(五)總計協助 1,229位學生找到對應的導師。 

(三)最後一批名單於 10月下旬提供，屆時教務處開放給各學系的系統權限已經關閉，請

各學系協助以 e-mail回覆缺修導師時間學生歸屬的｢導師時間課程代碼」，由學務處

協助代入導師時間。 

六、110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專案： 

(一)宣導內容包括：菸害防制、性教育（含愛滋防治）、傳染病防治、急救教育（五場

次）、健康體位、健康飲食等。並配合校園迎新博覽會、校慶、校園星光夜跑及健康

週等辦理相關活動。 

(二) (2)身心健康講座包括：10.27健康營家-我的餐盤、11.16追疾線索~結核病的真

相、12.01性教育-大學「避」修課；10.20辦理有氧肌力愛健康，並結合輔醫相關醫

療資源邀請專家演講。 

七、品德教育活動-資源教室迎新暨助人者知能提升活動： 

資源教室於 110.10.23(六)辦理品德教育活動-資源教室迎新暨助人者知能提升活動，活動



地點為桃園體驗教育學習園區，期望藉由活動提升助人者之同理心及耐心，並透過迎新活

動促進特教生及一般生之互動，擴展人際關係，共計 32人參與。 

八、110年全民國防教育防災宣導活動： 

為擴大本校及地區防災教育宣導成效，發揮大學在地責任，本校業於 10.15(五)辦理「輔大

一甲子 防災逗陣行」防災宣導活動，由聶副校長主持，新北市謝政達副市長、消防局長黃

德清等貴賓出席，當日本校學生、輔幼小朋友及教職員共 560人次參加。  

九、學務會議：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訂於 11.18(四)上午九時假野聲樓谷欣廳辦理，會議中將向各

院系所主管暨學生代表宣達近期之防疫狀況、學生事務工作成果並討論重要學生事務事項。 

十、110學年校慶園遊會： 

輔大在台復校一甲子，感謝 60年前奔走復校的神長與來自全世界的奧援與祝福，一甲子

來所有師生一起見證了輔大的茁壯；將於 110.12.04(六)假風華再現廣場、閃光大道舉行

園遊會，活動主題為「一甲子‧都有你」，由社團/學會、行政/教學單位、校內外創意二

手市集攤位、校外贊助企業攜手設攤，一同慶祝輔大在台復校 60週年。 

十一、班代表座談會： 

本學期班代座談會囿於疫情影響，採線上方式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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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防制藥物濫用、校園霸凌及數位網路性別暴

力、騷擾等性別事件之相關救濟作業程序進行宣教，且提供本校校園安全地圖、校安中

心、性平會等服務單位窗口與聯繫電話。以上共區分 3場次實施： 

(一)日間部：於 110.10.13(三)13:30至 15：30時，與會人數 158人。 

(二)進修部：於 110.10.13(三)20:40至 21：30時，與會人數 60人。 

(三)研究所：於 110.10.20(三)10:00至 11：30時，與會人數 64人。 

十二、賃居生輔導： 

生輔組於 110.10.21(五)10：00至 13：30時，假焯炤館地下演講廳舉辦「110學年度賃

居生座談會」。本次座談會特與新北市政府城發局、崔媽媽基金會合作，並邀請賃居專

業律師黃書瑜律師及黃蓉、夏大寶、微笑丹尼，以即興劇表演、輕鬆座談方式，透過專

業律師、網紅與本校賃居生以訪談對話的方式，交流租屋安全經驗與相關法律常識、租

賃雙方權利義務、租賃定型化契約等，期有效提升渠等租屋安全知能，與會人數 169人。 

十三、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協調會： 

資源教室於 110.10.15(五)召開輔仁大學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協調會，邀請全校系秘書以

及行政單位承辦人參與，會議中公告本學年度相關特教業務、經費之執行情形及本學期

資源教室相關活動，因應疫情本次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協調會以線上方式進行。 

十四、職涯相關講座： 

職輔組於 110.11.17（三）辦理「我的職涯我規劃」講座；11.17（三）「導師知能研習: 

進入職場前的準備-壓力因應與社會化」講座、110.11.24（三）辦理「網紅經紀人到底

都在做什麼?」講座。 

十五、職場美學工作坊： 

職輔組於 11.25(四)、11.26(五)、12.02(四)、12.03(五)、12.09(四)、12.16(四)安排

6場課程，從職場人際及文字的溝通力技巧、個人職場穿衣及社交形象、職場不能不知的

潛規則，以及跨文化的禮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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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僑生獎學金審核會議： 

110.11.26(五)10:30-12:00，假舒德樓四樓會議室舉行，審查僑生清寒助學金、研究所

優秀僑生獎學金以及陸生獎學金。 

十七、校園安全： 

因應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拆除作業，學校週邊區域路段夜晚光線不足人流稀少，恐形成

安全死角，軍訓室持續執行「514巷」、「水利溝」、「貴子路」、「508巷」等學校週邊路段

巡查。10.08(五)亦分別向福營及明志派出所聯繫反映上述路段問題，提請共同強化安全

維護。 

十八、110年 9、10月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110 年 9、10 月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月份 
交通 

事故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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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 4 13 1 6 0 4 12 0 1 7 50 

10月 2 3 14 0 1 0 3 12 0 0 6 41 

總計 4 7 27 1 7 0 7 24 0 1 13 91 

事件統計時間：110.9.1 ~ 110.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