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進修部 
105學年度第2學期班代表座談會  

會議議程 



會前禱 

進修部宗輔室 



  主席致詞      

王英洲  學務長 



師長致詞  



進修部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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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補充報告 



106大專義務役預備士官考選 

報名時間: 

106年3月13日早上8時 

至106年4月5日下午5時止  



106大專義務役預備士官考選 

報名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合於「體位區

分標準」之常備役體位者。且尚未履行兵役

義務之役男，年齡在32歲（74年1月1日以後

至8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以內之畢業者

（含當年度畢業生）  



106大專義務役預備士官考選 
  

 ◎報名網址: 

     https://rdrc.mnd.gov.tw/eseocd_106/ 
 

 詳細訊息請參閱: 

 國軍人才招募網頁:http://rdrc.mnd.gov.tw/rdrc/extra/join.aspx 

 軍訓室網頁:http://smt.dsa.fju.edu.tw/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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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簽約」  才是避開租屋糾紛的王道! 

如何防患未然？提供四大守則，請賃居同學參考： 

1.所有的定金收據都要妥善保存，記得也要在 

   合約上註明清楚。合約一式兩份，自己要留存。 

2.押金要有上限（不得超過2個月租金）。 

3.向房東驗明正身。最好不要跟「二房東」租房子， 

   簽約前一定要確認房子的所有權人是誰，若透過 

   仲介或二房東，也要請其出示房東的同意授權書。 

4.違建及修繕問題要明定，一定都要在租賃契約上， 

   註明日後遇到狀況才好釐清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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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出租房屋為業的房東，應使用符合內政部公告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的契約與房客簽約，若契
約有違反規定的情形，最高將可處30萬元罰鍰。 

 新公告的房屋租賃契約，明定內容不得記載事項，
包含不能限制房客不得遷入戶籍、不能限制房客申
報租金以扣繳綜合所得稅、不得約定稅賦轉嫁等，
並特別針對房屋租賃關係中，常見的房屋租賃糾紛
如提前終止租約、房東要求過高的擔保金(押金)、臨
時調漲水電費、租屋毀損修繕費用、租屋衍生稅費
負擔及房屋返還等爭議，明定應加以記載。  

房屋租賃新制 自106年元旦起實施 

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施明賜(右)說明房屋租賃新制 

新公告版本亦同步放置於「內政部不動
產資訊平台(http://pip.moi.gov.tw/)」
及「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歡
迎有需要的同學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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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有許多違建、詐騙、租屋合約糾紛等事件屢屢 
發生許多同學在面臨問題時往往求助無門。 

• 或是前來尋求幫助時，問題事件已一發不可收拾~ 

• 更別說是始終不曾反映問題的同學們究竟吃了什麼樣
的虧或是付出多少代價~ 

• 於是輔大賃居服務小組希望各位同學一同來推廣賃居
安全！ 

• 將文章分享出去，讓更多同學在面臨困難時有管道求
助！！ 

 



1.先到粉絲專頁『輔仁大學 賃居服務小組』按讚 



2.找到本篇貼文 



3.在本篇貼文底下留言： 
【在外租屋要注意，服務小組在這裡＋TAG五位以上輔大好友】 



4.公開分享本篇貼文 



強制參加！！ 
參加抽獎的人必須為輔大
在學學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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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濫用者之外形症狀特徵 

器官部位  症狀特徵  

眼部  瞳孔擴大(安非他命、迷幻劑) 、眼眶泛黑(安非他命、
K他命) 、眼睛出血(安非他命)  

鼻部  鼻孔發紅、破皮(安非他命) 、流鼻水(K他命)  

口部  持續性口乾舌燥(安非他命) 、說話含糊不清、散慢(安
非他命、FM2、K他命或其他鎮靜安眠劑)  

手部  手部颤抖(安非他命)  

皮膚  潮濕出汗、長痘子(安非他命) 

器官  主動脈弓發炎致大血管夾層性出血(安非他命) 

體重  喪失食慾，體重急速減輕(安非他命、MDMA)  

其他  失眠、作息改變、緊張(安非他命、MDMA) 、大量出汗、
體臭、汗液有藥味(安非他命) 、想睡、搖晃(FM2、K
他命或其他鎮靜安眠劑) 、有強烈塑膠臭味(安非他命、
K他命)、臉色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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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訓練—拒毒八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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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他命: 
濫用K他命可能產生心搏過速、血壓上升、意識模
糊、幻覺、無理行為及胡言亂語等；長期拉K可能
導致頻尿、膀胱發炎、膀胱受損萎縮。 
 
搖頭丸: 
體溫過高(可高達43℃)、脫水、低血鈉、急性高血
壓、心律不整、凝血障礙、橫紋肌溶解及急性腎衰
竭等症狀，嚴重者可能導致死亡。 
 
安非他命: 

    猜忌、多疑、妄想、情緒不穩、易怒、視幻覺、聽
幻覺、觸幻覺、強迫或重覆性的行為及睡眠障礙自
殘、暴力攻擊行為。 

常見藥物濫用—副作用對健康的影響 



建立自信、自尊心，養成良好生活作息，培
養健康休閒活動。 

學習正向的問題解決技巧，不靠藥物提神與
減肥。 

建立正確情緒抒解方法，不隨意接受陌生人
的飲料、香菸。 

遠離是非場所、提高警覺性，絕不好奇以身
試毒。 



健康身心—拒絕藥物濫用 

不依賴藥物提神及減重，非醫師處方藥物不要輕易
使用，拒絕成癮物質。 

理性頭腦—培養正向人生觀 

培養社交技巧，增強面對挑戰的挫折忍耐度；結交
益友，建立正確人生目標與價值觀。 

美麗靈魂—守法自律 幸福人生  

遠離是非場所，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物品、飲料、
香菸；面對壓力與誘惑時，守法自律做正確的選擇，
人生不遺憾。 

 

生命教育—珍愛生命 
 



定期察看之處分 

第九條六款濫用管制藥物及各級毒品。  

退學之處分 

第十條十二款不法販賣或製造毒品、安非他命或其
他麻醉藥品，情節輕微者。 

開除學籍之處分 

第十一條五款不法販賣或製造毒品、安非他命或其
他麻醉藥品，情節嚴重者。 

 

依校規處理 







 

五、 



如何避免成為 
性騷擾行為人？ 

尊重他人，檢視自己對性別的刻板印
象，建立平等的性別觀念。 

注意自己的言詞和態度。 

尊重他人身體的自主權。 

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 

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 

若與對方存有權力差異關係更應嚴守
專業倫理。 

 



◎ 承辦窗口：學務處生輔組 
◎ 服務電話：29053103(上班期間) 
                  29052885(下班及假日期間) 
◎ E-MAIL ：029559@mail.fju.edu.tw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 ～ 16：30  
◎ 服務地點：野聲樓一樓 YP104室- YP107室 
◎ 傳真：(02)2905-3163 

 



近來屢有吸菸者任意於校園內吸菸之行為， 

已嚴重影響旁人之健康與清新空氣之權益。 

 

依政府公告菸害防制法：學校為無菸場所。 

本校為尊重人權，特設立4處戒菸輔導區(吸菸區)， 

請抽菸者務必依法善加運用資源，勿任意隨處吸菸。 

 

校園各處無論室內、外均全面禁菸，電子煙在台灣亦未合法。 

深受二手菸困擾者，依法得向新北市衛生局申請稽查。 

為了你我健康人生，請鼓勵周遭親友戒菸。 

自己健康自己救，如有任何戒菸需求，可就近向輔大診所洽詢。 

菸害申訴服務中心免付費專線0800-531-531 

輔大診所(02)2905-2526 

~~自己的健康自己救，輔大無菸，人人有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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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屢有吸菸者任意於校園內吸菸之行為， 

已嚴重影響旁人之健康與清新空氣之權益。 

 

依政府公告菸害防制法：學校為無菸場所。 

本校為尊重人權，特設立4處戒菸輔導區(吸菸區)， 

請抽菸者務必依法善加運用資源，勿任意隨處吸菸。 

 

校園各處無論室內、外均全面禁菸，電子煙在台灣亦未合法。 

深受二手菸困擾者，依法得向新北市衛生局申請稽查。 

為了你我健康人生，請鼓勵周遭親友戒菸。 

自己健康自己救，如有任何戒菸需求，可就近向輔大診所洽詢。 

菸害申訴服務中心免付費專線0800-531-531 

輔大診所(02)2905-252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入校稽查，查獲在
非吸菸區吸菸被開
罰，每位罰2000
元。 

~~自己的健康自己救，輔大無菸，人人有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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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2學期繳交獎勵建議時間 

（一）截止日期：  

   1.應屆畢業生：106年5月16日（星期二）  

   2.在校生：106年6月1日（星期四）  

（二）院、系(所)、學會、社團獎勵建議案， 請分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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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補充報告 



校級會議學生代表 
改制說明會 

學生會法律顧問 

法律學系四年級 

黃  弘  任 



現行體制 

學生議員 

• 學生議會 

• 學生議員選舉 

學生代表 

• 校級會議 

• 學生代表選舉 



現行問題 

•學生代表與學生會分屬兩個體系，同學難以監督 

•同學意見無法匯整，導致與校方傳達意見時可能產
生落差 

•學生代表間的意見難以溝通、整合 

•同學遇到問題時不知道要向學生議員還是學生代表
反映 



改制方向： 

學生議員兼任學生代表 
 



學生議員兼任學生代表 

學生議會 

校務會議

委員會 

教務會議

委員會 

行政會議

委員會 

總務會議

委員會 

學務會議

委員會 

餐廳會議

委員會 

校級會議 

校務會議 

24名 

教務會議 

17名 

行政會議 

2名 

總務會議 

2名 

學務會議 

17名 

餐廳會議 

17名 



修正草案與現行規定比較 
《輔仁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辦法》

第三條第四款 

修正條文 

•四、學務會議： 

• (一)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
議長。(2名) 

• (二)學生議員十五名。 

          (15名) 

現行條文 

• （四）學務會議： 

• 1.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代表聯
合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及進修部
各層級會議代表聯席會主席為當然
代表。 (4名) 

• 2.各學院各選派之代表一名。(11名) 

• 3.研究生選派之代表一名。(1名) 

• 4.進修部選派之代表一名。(1名) 



改制優點 

•減少選舉種類 

•學生議會功能性增強 

•學生代表更為靈活 

•更有效監督 
 



全校學生共同參與 

•進修部學生、研究生皆可參選學生議員 

•回歸到校層級事務，學生會選舉罷免法中將會把
選區限制取消，以全校為單一選區，並保留保障
名額：各院2名、研究生2名、進修部5名 



聯絡方式 

輔仁大學學生會 FJUSA 

fjusa28@gmail.com 



臨時動議 
（使用時間5分鐘） 



新世代￭♥學務￭新校園 

 

主席結論 

王英洲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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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 

（請同學不要忘記隨身物品，並
請將垃圾帶離，回家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