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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 

壹、急難關懷 

為關懷文學院、教育學院、傳播學院、藝術學院教職員工生，提供急難關懷救助補助，聯

絡窗口為各學院宗教輔導老師。請班代表宣達，若有需要幫助之同學可至中國聖職單位使

命室網站【表件下載─教職員生急難救助關懷-第二級關懷】申請表。 

貳、慕道班/讀經班/心靈成長團體/校園文化各項活動 

一、110 年 9 月~11 月中國聖職單位為文教傳藝四院初審推薦同學舉辦「認識聖若望保祿二

世教宗讀書會」，並經遴選委員會審核暨決審會議決議推薦乙名學生，於校慶大會中授

獎暨頒發 5 萬元獎學金。 

二、舉辦聖職單位人物懇談，專訪文教傳藝四院主管老師。 

三、舉辦文教傳藝四院院秘暨系秘書每月共融聚談。 

四、舉辦全校工友─「喜樂小組」每月共融聚談。 

五、教友團體列車福音班每週二中午 12:00~13:30 於文開樓 1 樓 LE101 室。 

六、慕居心語慕道班每週三 12:10-13:30 於文開樓 1 樓 LE101 室。 

七、舉辦文教傳藝四院學生聖誕節聯合點燈佈置比賽。 

八、聖誕節舉辦教職員/學生共融活動。 

參、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使命宗輔)服務團隊     

網址：http://dcs.mission.fju.edu.tw/ 

    單位/職稱  姓  名 分機 位置/E-mail 

中國聖職單位代表暨使命室主任 汪文麟神父 3308 
冠五樓 LO203 室  

050878@mail.fju.edu.tw 

中國聖職使命室行政窗口/辦事員 陳婉卿 3232 
冠五樓 LO101 室  

084666@mail.fju.edu.tw 

文學院/教育學院宗教輔導室/組員 何基蘭 2330 
文開樓 LE101(心慕居) 

030009@mail.fju.edu.tw 

藝術學院/傳播學院宗教輔導室/組員 孫玉珍 2362 
冠五樓 LO102 室  

013554@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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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 

壹、聖言會使命室服務團隊介紹 

單位代表暨使命室主任：劉錦萍修女（校內分機：2412，辦公室：耕莘樓 201 室）。 

理工宗教輔導室：竺麗江老師（校內分機：2453，辦公室：聖言樓 SF134 室）。 

外語宗教輔導室：汪宥丞老師（校內分機：2556，辦公室：外語學院 LA111 室）。 

民生織品宗教輔導暨使命室窗口：簡秀雯老師（校內分機：3693、2419，辦公室：秉雅樓

HE004 室）。 

貳、聖言會使命室承辦業務  

一、學生培育： 

(一)理工學院揚生青年小組：竺麗江老師 / 理工學院 聖言樓 SF134 室 

目標：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增進團隊合作、促進人際關係。 

方式：每週社課、幹部培育、社會服務，幹部傳承營。(年度招生活動、自我挑戰幹

訓營、台北主教座堂聖欣科學實驗營) 

社課 每週二 19:00-21:00(暫定) 

幹部培育                                                                                                                                                                                                                                                                             每週一 12:10-13:30(暫定) 

期末幹部傳承營 111 年 6 月。 

社會參與 111 年寒假期間小學生小小偵探營。 

(二)理工學院光天使計劃：竺麗江老師 / 理工學院 聖言樓 SF134 室 

目標：以專業服務他人，成長自己，提升學生微積分學習效能及學習風氣。 

方式：配合學習陪伴中心成立，邀請優秀學長姐，組成微積分學習團隊。 

光天使培育                                                                                                                                                                                                                                                                             110 年 9 月 7 日期初培訓課程 

微積分創新應用

workshop 
111 年 2 月。 

參與服務 110 學年度上學期試行微積分學習陪伴中心，提供理工學院參

與微積分共同教學的學系進行學習輔導與陪伴帶領。 

(三)聖言志工：汪宥丞老師 / 外語學院  LA111 室 

目標：培養學生服務精神、拓展國際視野，增進團隊合作、文化交流的能力。 

方式：社課與幹部會議、陪伴志工進行服務實作與反思、小朋友暑期營隊、海外志工

至非洲服務學習、海外服務成果展。 

社課培育 每週三 6:30-8:00 靜心書齋 (LA110)  

幹部例會 每週四 12:10-13:30  

海外服務 布吉那法索、迦納線上課輔計畫（研擬中） 

國內服務 
1.中華殉道聖人堂兒童主日學，每月一次。 

2.中華殉道聖人堂夏令營：預計 7 月初。 

(四)理外民織學會幹部培育：簡秀雯老師/民生織品學院 HE004 室 

內容：由理代會、外代會、民代會、織代會組成，各活動結合院特色及專業，並藉著

幹部會議之陪伴，於活動中加入使命精神，幫助院系學會幹部合作，學習互敬

互愛及服務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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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會議 每週一次，院宗輔一個月一次進行陪伴。 

幹部回歸營 3 月舉行 

幹部傳承營 籌備會議：每月一次 

預計 5 月底舉行，兩天一夜 

社會服務 1.外語「高中生第二外語營」：暑假分北中南區辦理。 

2.「民生營」於暑假舉辦，邀請高中生參加。 

二、生活與信仰分享： 

推廣多元化生命教育校園生活情境，以聖經、基督信仰之價值觀反思生活。 

(一)理工「英文讀經」(每週五)、「基督徒生活入門」慕道前期分享班(每月一次)。 聖言

樓 SF134。 

(二)理工學院「聖經與科學」講座 11 月。聖言樓 SF134。 

(三)外語學院「聖經與文化」院選修課。 

(四)外語學院「共融與釋放」生活分享小組，每週四下午 17:50~19:00。 

(五)外語學院「大學聲」音樂分享聚會，每週三下午 17:40~19:00。 

(六)民生織品學院教職員「活水讀經班」每週二中午。(織品大樓 6 樓) 

(七)民生織品學院「聖言小窩讀書會」，暫定每隔周五中午。 

(八)民生織品學院「聖言生活分享」，暫定每隔周三。 

(九)聖言會單位四學院主管使命傳承營。(預計 111 年 5 月底兩天一夜) 

三、共融與成長： 

(一)聖言志工與揚生青年招生宣傳跑班 9/22-10/5 的大一新生各班大學入門或導師時間。 

(二)揚生青年新生說明會 10/19(二)晚上 6:30 在 SF132。 

(三)理工學院代會幹部派遣與祝福 9/17（五）下午 5:00。 

(四)外語學院代會幹部派遣與祝福 10/12(二) 中午 12：00～13：30。 

(五)民織學院代會幹部派遣與祝福 9/29（三）中午 12：00～13：30。在民生創新發展中

心。 

(六)理工學院聖誕燈飾創意製作競賽（10-12 月）。 

(七)外語學院聖誕市集活動 11/29~12/4。 

(八)外語學院六系報佳音 12/15。 

(九)民生織品學院馬槽設計布置比賽與展示(11 月~12 月)。 

四、陪伴與關懷：學生心靈關懷、諮詢陪伴、特別意向代禱、學涯生活懇談。 

五、急難關懷、救助、禮儀： 

理外民織四院之學生或其家屬生病、逝世以及喜慶、祈福、追思彌撒；協助遭遇急難情

況之學生申請相關補助。 

 

~相關活動資訊請關注臉書「輔仁大學民生織品學院宗輔室」及「輔大外語宗輔」及「輔大理

工學院宗輔」粉絲專頁~ 歡迎按讚並分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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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 
壹、為將天主教大學憲章具體落實於法、管、社科、醫四學院的教學、研究、服務等活動中，

耶穌會使命室以「夥伴關係」、「分享使命」、「共享成果」、「共融共識」的精神辦理推動各

項工作，並積極與學內各單位緊密配合，參與規劃、執行並主辦各項活動，致力實現真善

美聖的全人目標。 

貳、耶穌會使命室服務團隊：網址 http://jmo.mission.fju.edu.tw/ 

單位 姓 名 電 話 辦公室地點 

耶穌會單位代表 嚴任吉神父 2905-2789 羅耀拉大樓 SL108 

耶穌會 馬天奧神父 2905-2616 樹德樓 LW111 

使命室主任 

醫學院宗輔 
王文芳 2905-3409 國璽樓 MD147 

管理學院宗輔 林孟熹 2905-2728 羅耀拉大樓 SL110 

社科、法律學院宗輔 黃富巧 2905-2949 樹德樓 LW110 

參、服務項目與內容： 

一、自主學習團體（王文芳、林孟熹、黃富巧） 

(一)目標：培育具服務-領導之人才 

(二)對象：法管社科醫四院學生及學會幹部/卸任幹部 

(三)方式：辦理四院學會定期會議、幹部培訓營（寒、暑假）和服務成長營以及系學會、

自主學習團體陪伴與輔導等。 

二、學生急難關懷 (醫學院：王文芳，管理學院：林孟熹，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黃富巧） 

(一)目標：尋求實質幫助。 

(二)對象：關懷教職工生，特別是休/復學生、高關懷、弱勢生及共助學生。 

(三)方式：請系秘書、導師提供資訊，填寫申請書經師長簽名後，由學院關懷負責人提

出申報。 

三、學生分享團體（馬天奧神父、王文芳、林孟熹、黃富巧） 

(一)目標：大學生活停、看、聽並認識天主如何關懷我和我身處的世界。 

(二)對象：對天主教信仰/新聞時事有興趣的同學。 

(三)方式：每週/隔週聚會一次。 

四、學生個別晤談（馬天奧神父、王文芳、林孟熹、黃富巧） 

(一)目標：關懷、傾聽、陪伴 

(二)對象：有需求的學生 

肆、禮儀活動： 

中元祈福禮、聖誕節相關活動、醫學院各系加袍禮、加冠禮、配章禮、大體老師迎接禮、

啟用禮、慰靈公祭、追思禮/追思彌撒，舉辦各項教職員生研習、成長以及共融等活動。 

http://jmo.mission.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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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輔導中心 

壹、主要精神 

校牧室及宗輔中心以天主教基督的福音精神，主要從事校園牧靈工作、禮儀服務及與宗教

相關慶典活動，並配合校本部相關處室合作規劃全校性靈性活動，此外，學生輔導工作亦

為本中心之服務重點，藉著與學生個別約談，給予需要的輔導，使其在價值觀、生活態度

上都能成長，希望能夠成為全校師生身心靈成長之園地。 

貳、主要服務項目 

一、負責全校性之禮儀活動，包含于斌樞機主教逝世追思禮、新生祈福禮、開學祈福彌撒、

校慶彌撒、校慶聖誕點燈、子夜彌撒、天明彌撒、羅光總主教逝世追思彌撒、祭天祈福

禮、清明追思彌撒、聖灰禮、聖週禮儀、復活節彌撒、期末感恩彌撒、畢業祝福禮、天

主教精神講座等。 

二、籌劃全校性重大慶典之舉辦，如聖誕節、聖週三日慶典等。 

三、規劃福傳工作及宣導天主教精神，信仰輔導約談、讀經團體、聖詠團、校園福音化活動

等。 

四、組織培育教友的信仰團體（天主教大專同學會），以基督精神帶領志工及社團服務，喚

醒人靈，追求真理，關懷社會與世界，體會生命。 

五、關懷日間部行政單位教職員工，推動行政單位教友教職員落實細胞福傳小組工作。 

六、負責規劃大學入門使命特色課程，由各院宗輔老師協助授課，每學年上學期安排課程，

邀請所有大一新生至淨心堂大聖堂上課，藉此介紹天主教大學的使命特色，讓同學對於

學校更進一步認識與瞭解。 

七、提供淨心堂一樓始胎無染原罪聖母廳、三樓晤談室等靈性聚會活動場地。 

八、服務窗口： 

姓名 單位 分機 電子信箱 

校牧林之鼎神父 

兼宗輔中心主任 
宗教輔導中心                 

2212 

2132 
078089@mail.fju.edu.tw 

安瓊伊 宗教輔導中心                   3005 fj03904@mail.fju.edu.tw 

古佳欣修女 宗教輔導中心 2213 fj03451@mail.fju.edu.tw 

葉翠雲 宗教輔導中心                   3080 029786@mail.fju.edu.tw 

蔡振興 宗教輔導中心 2255 049964@mail.fju.edu.tw 

鄒俊杰 宗教輔導中心                  2256 046040@mail.fju.edu.tw 

叁、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要活動介紹  

110.9.17 新生扣門禮及祈福禮 

在新生開學典禮中，負責新生扣門禮及祈福禮，讓大學新鮮人一踏

入天主教學校就感受到學校的宗教氣氛，並為他們的四年生活祈福。 

110.9.29 開學祈福彌撒 

為新學年的輔大學生學業、生活祈禱。 

110.11.1~110.11.29 上學期生命教育週活動—敬天、愛人、惜物 

配合生命教育主題，敬天、愛人、惜物辦理相關活動，包括敬天、愛

人、惜物生命教育專題講座，生命的追思徵文活動，生命的追思電

影欣賞及短片創作比賽。 

mailto:046040@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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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29-10.12.25 聖誕系列活動 

配合年度活動主題「堅定相信、分享、愛」舉辦相關活動，包括 11/29

聖誕點燈活動、12/8 校慶彌撒、12/13-12/17 聖誕愛德活動、聖誕音

樂會(日期後定)、12/21-12/23 報佳音、12/24 子夜彌撒、12/25 天明

彌撒等。 

111.3.25.-111.3.31 生命教育週系列活動 

祭天敬祖體驗課程、「敬天、愛人、惜物」生命教育專題講座、為已

故親人祈禱活動等。 

111.4.1 已故輔大教職工生清明追思彌撒 

輔大秉持對我國孝道文化及慎終追遠精神的重視，更是為了向天主

表達崇敬及感恩之意，以彌撒祭天的方式，為我們的先祖及全輔大

已故的教職工生們，獻上我們虔誠的祈禱。 

111.3.2-111.4.23 四旬期及復活節系列活動 

四旬期文宣/苦路校園主題佈置、四旬期愛德運動、捐血運動、聖週

四-主的晚餐、苦路巡禮、聖週五-主受難日、聖週六-復活節前夕彌

撒、主日-復活節彌撒、慶祝復活節教友共融–歡迎新教友等。 

111.6.15 期末感恩彌撒 

邀請全校師生參與彌撒，為輔大一年的發展，向天主獻上我們的感

恩。 

111.6.18 畢業祝福禮 

藉著輔大校牧的迎光、祈禱和派遣，帶領全體畢業生藉著祈福禮，

願同學們不管未來步入社會或繼續學習，常有上主的護祐與陪伴，

且懷著一顆虔敬、期待和奉獻的心，為社會和群眾服務、貢獻所長。 

歡迎參加以上各項活動或前往宗輔中心網站查詢資訊（http://www.religion.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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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使命宗教輔導室 

壹、服務工作團隊介紹： 

季進德主任   校內分機：2860         辦公室：進修部大樓 ES109 

何戀玉同仁   校內分機：2864         辦公室：進修部大樓 ES112 

李淑芬同仁   校內分機：2851         辦公室：進修部大樓 ES502 

貳、服務目標與內容： 

一、學生身心靈成長培育 

(一)目標：幫助學生找到生命意義，活出生命價值，與生命之源相遇。 

(二)內容： 

1.大型活動及禮儀：部週會祈福禮、畢業生祝福禮。 

2.團體培育： 

(1)菁英學生培訓計劃，透過全人培育，自我覺察，人際互動學習與服務他人，愛護弱小。 

(2)輔印星空印度服務學習與文化交流計劃，透過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組織發展及自我

成長能力，服務學習深耕愛與勇氣，文化交流建立友好關係。 

(3)領袖探索營：於暑期以一日或兩日營隊，培訓學生領導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4)學生成長團體輔導計劃：春天讀書會、音樂素養培育，在團體中閱讀、聆聽、分享、

支持。 

3.國內外服務：菁英學生與輔印星空服務學習團隊，利用學期中週休二日及寒暑假到國

內外服務。 

4.個別陪伴聆聽與關懷：建立積極的生活態度，急難關懷、有特殊需求者轉介學輔中心，

重大事件傷亡協助。 

二、教職員工身心靈成長與陪伴 

(一)目標：透過交流、關懷、共融活動，促進教職員工身心靈健康與整合，提升服務品質，

發揮真善美聖精神。 

(二)內容： 

1.慶節禮儀：期初、期末彌撒、聖誕節、復活節共融、婚禮、喪禮、追思禮。 

2.教職員工身心靈成長共融：新進教職員共融歡迎會、教職員共識營、心訊讀書會、與

神對話讀經班、遇見幸福讀經班。 

3.成長精進自強活動。 

4.婚喪喜慶之慶祝禮儀、關懷慰問，急難關懷。 

參、本學期活動項目 

一、學生成長培育 

(一)心靈成長果園 

◎音樂素養培育 

主題：每週練習，發揮歌唱潛能，校園報佳音，歡慶聖誕節的平安喜樂。 

歌曲：夥伴們喜愛的歌與聖誕名曲。 

指導：陳家祈老師，音樂系，主修聲樂、副修鋼琴。 

時間：每週四下午 5 點半至 6 點半，地點：ES111 室。 

◎春天讀書會 

目標：閱讀與心得分享是求得知識與智慧的利器，讀書會提供跨系夥伴共同閱讀的

機會。從閱讀中整理思路，自我覺察，在分享中收穫成長，開拓思維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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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練口頭表達能力。 

讀本：Hope for the Flowers、White Bird、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深夜加油站遇見蘇

格拉底、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 

導讀：余淑娟老師，學歷：東海大學哲學學士、輔仁大學哲學碩士、博士。 

經歷：耕莘管理健康學校全人中心兼任教師。 

時間：隔週五下午 5 點半至 6 點半，地點：ES111 室。暑假期間以視訊進行。 

(二)輔進菁英學生培訓計劃 

建立跨系培育的團體，使心靈的愛成為果實。 

◎報名 

日期：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22 日下午 3 點至晚上 10 點。 

推薦表索取，各班級導師與使命室-ES112 室 ES109 室。 

報到：2021 年 10 月 27 日(三)晚上 8 點 30 分至 10 點。 

◎人際關係與全人發展體驗營：身心靈靜養與自我覺察，團隊組織與建立。 

日期：2020 年 11 月 21 日(日)。 

營主任暨主講人：季進德神父 講題：身心靈靜養與自我覺察，人際關係與發展。 

主講人：朱啟仁老師 講題：團隊組織與團康活動，探索教育。 

◎自我照顧：自我認識，自我成長。 

日期：2021 年 1 月 16 日(日)，時間：上午 9:00~12:00。 

主講人：陳美琴老師，美國馬利蘭州羅耀拉管理學院諮商心理所博士。 

專長：心理諮商、心理治療、藝術治療。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人際關係與溝通之關鍵，探索與練習。 

日期：2021 年 1 月 16 日(日)，下午 13:30~17:00。 

主講人：方玉華老師，依納爵靈修中心專任講師。 

專長：自我認識與人際溝通技巧。 

◎寒假或春假，屏東孝愛老人之家與文健站服務學習，萬金與泰武部落文化交流。 

(三)印度服務學習與文化交流計劃：深耕愛與勇氣的特質，體驗印度文化內涵，拓展胸襟

視野與建立友好關係。指導老師：唐維敏老師，隨隊神師：嚴任吉神父與季進德神父。 

◎2021 跨國團隊視訊會議：9 月-11 月，跨國視訊交流與服務：11 月-111 年 1 月。 

◎2023 團隊夥伴招募：2022 年 2 月，地點：進修部使命室-ES112 室 ES109 室。 

(四)系學會幹部培育：凝聚團隊力量，傳承服務經驗。 

◎110 學年度幹部傳承營：10 月 3 日(日)時間:8:00-17:00，地點:LM101。 

二、教職工成長培育 

(一)｢心訊」讀書會 

主題：閱讀從心而來的訊息，當代世界的訊息，展開思維，與自己、他人相遇，了解、

同樂，圓滿工作與成長。 

時間：每個月最後一個週三傍晚 17:00-18:30。地點：ES111 室。 

(二)遇見幸福讀經班 

時間：每週三下午 14:00-15:00，地點：ES111。 

(三)與神對話讀經班 

時間：每週二晚上 19:00-20:30，地點：ES502。 

(四)瑜珈-舒活身心靈：透過瑜珈，幫助同仁放鬆身體，提升心靈能量，擁有健康平衡的身心靈。 

日期：第一梯次 9 月 30 日至 11 月 18 日。第二梯次 11 月 25 日至 111 年 1 月 13 日。 

時間：每週四 4:30-6:00 PM，地點：醫學院大樓 國璽樓 MD564。 

(五)教職員信仰與身心靈樂活系列活動：舉辦講座或活動幫助教職員提升自己生活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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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深入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1.舒緩身心靈—精油香皂手作坊：COVID-19 疫情已持續一段時間，為紓解您煩悶的心

情，透過精油讓你的生活在芬芳氛圍中再度充滿活力。 

日期：110 年 8 月 18 日(三)，時間：下午 1:00－3:00，地點：ES101 學習共享空間。 

2.放輕鬆—精油香皂手作坊：長期的防疫讓人疲乏，透過製作精油香皂讓你在芬芳中防

疫，並擁有好心情。 

日期：110 年 9 月 09 日(四)，時間：下午 2:00－4:00，地點：進修部大樓學習共享空

間 ES101。 

3.我在輔仁的黃金歲月：輔仁是作育英才，接續傳承、成長的地方，許多人從大學時代、

結婚、生子、及至退休，都在輔仁校園裏，刻下生命的軌跡，曾經被造就，而後參與

培育他人行列，一起來分享，刻畫於輔仁的黃金歲月。 

主講者：唐維敏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長 

日期：110 年 9 月10 日(五)，時間：5:00-6:30PM，地點：進修部大樓學習共享空間ES101。 

4.進修部迎新同仁共融：歡迎加入進修部的教職員工，增進新進同仁的認識，促進教學

與行政的交流。 

日期：110 年 10 月 7 日(四)，時間：4:30-6:00PM，地點：進修部大樓學習共享空間ES101。 

三、大型活動 

(一)進修部大學入門使命特色單元介紹 

1.授課老師與使命宗輔老師教學座談會 

日期：2021 年 9 月 30 日(四)，時間：17:30-18:30，地點：ES101。 

2.單元介紹 

日期：2021 年 9 月 30 日(一)至 11 月 4 日(四)止 

時間：18:40-22:00 (按各班大學入門上課時間)，地點：淨心堂。 

(二)進修部開學祈福彌撒 

日期：2021 年 10 月 6 日(三)，時間：16:45-17:30，地點：耕莘樓四樓聖堂。 

(三)進修部週會 

日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三)，時間：20:30-22:00，地點：中美堂。 

(四)聖誕節系列活動 

1.將臨期愛德活動 

日期：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23 日，地點：進修部。 

2.進修部聖誕點燈暨進修部拔河比賽 

日期：2021 年 12 月 01 日(三)，時間：20:30-22:00，地點：進修部大樓前廣場 

3.人生哲學聖誕報佳音 

日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一)~12 月 17 日(五)，時間：17:30-18:30，地點：進修部。 

4.校園聖誕報佳音 

日期：2021 年 12 月 16(四)及 12 月 20 日(一)，時間：17:30-18:30，地點：真善美聖

廣場、進修部大樓。 

5.學生團體暨新生跨系聖誕共融。 

日期：2021 年 12 月 23(四)，時間：17:30-18:30，地點：ES101。 

6.教職員聖誕節共融  

日期：2021 年 12 月 21 日(二) 暫定， 時間：17:30-19:00，地點：淨心堂。 

(五)導師團體期末祈禱會 

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三) 暫定， 時間：17:30-19:00， 地點：耕莘樓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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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壹、註冊組 

一、轉系申請資格：學士班修業滿 1 學年後依規定可申請轉系，每人以 1 次為限。 

111.4.11.~4.13.受理申請，申請規定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二、跨領域修習： 

(一)學分學程申請資格：學士班學生自第 2 學年起，碩、博士班學生自第 1 學年起。 

111.4.28.~111.5.5.受理申請，申請規定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二)輔系、雙主修申請資格：學士班自第 1 學年第 2 學期起至第 4 學年第 2 學期止

（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雙主修（111.5.18.~5.20.）、輔系（111.6.1.~6.6.）於教務

處網頁公告受理申請。 

三、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令退學： 

(一)學士班一般生 1/2 不及格連續 2 次者(休學之前後學期視同連續)，特種生第 1 次 2/3

不及格，其後一學期 1/2 不及格者(休學之前後學期視同連續)。 

(二)研究生第 1 學年任一學期所修習科目全部曠考，或考試成績全部不及格者。 

(三)研究生學位考試 2 次不及格者。 

(四)研究生修業年限屆滿前 2 年仍未認定指導教授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學士班身心障礙者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四、畢業資格悉依各系必修科目表及修業規則認定之，畢業學分採認規則如下： 

(一)學年課未完成不列計畢業學分。 

(二)超修校定必修 (全人、體育、軍訓)，不列計畢業學分。 

(三)系排除通識課程不認列「通識涵養」學分，不列計畢業學分。 

(四)體育、軍訓選修，不列計畢業學分。 

(五)重複修習不列計畢業學分。 

(六)碩士班學生自行選修或學系規定補修學士班之課程，不列計畢業學分。 

※本學期資訊中心將完成學士班【畢業學分檢核系統】，第一版預定於九月下旬上線，請

同學上線檢視修業狀況以順利修習畢業，如有任何使用意見敬請回饋註冊組，註冊組

蒐集意見後改善系統功能。 

五、在學證明請至教務資訊服務自動化櫃員機投幣申請，或自備學生證影本至註冊組申請用

印。 

六、學生證掛失補發(遺失、毀損、更改姓名、轉系) 

(一)登入 LDAP 帳號至「學生證掛失補辦作業」申請掛失，填寫資料送出。 

(二)至教務資訊服務自動化櫃員機繳費，持補發申請單及繳費收據至註冊組查核補辦作

業是否完成，受理後約計 5 個工作天領取新卡。 

※校園卡攸關校內門禁及圖書館等管理服務，遺失務請掛失停權以免遭人盜用。 

七、地址變更：學士班學期成績通知單郵寄戶籍地址，研究所郵寄通訊地址。 

(一)戶籍地址：攜國民身分證至註冊組申請變更。 

(二)通訊地址：攜學生證至至註冊組申請變更。 

※學士班如欲郵寄至通訊地址，須持家長同意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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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課注意事項： 

一、因應 COVID-19 疫情及 110 年指定科目考試延期影響，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

日業經本校防疫會議及 109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決議，延後一週，改至 110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111 年 1 月 22 日學期結束，共計 18 週(第 17 週為學期考試、

第 18 週為彈性自主學習)，故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須知、選課作業時程相

應延後，請同學配合依規定時程完成各階段之選課作業。 

二、學生選課前應先查詢學系必修科目表、修業規則、全人教育課程架構、本校學則、教務

章則、各開課單位之選課相關規定並依當學期選課須知相關規定辦理選課。請同學務必

於當學期「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前上網確認個人當學期選課紀錄，未上網確認「選課

清單」者，視為選課資料內容無誤，之後不得再要求作任何修改。 

三、本學期因應疫情持續影響，境外學生(含陸生)抵台需配合入境檢疫、居家隔離及自主管

理之規範，恐有學生遲至 10 月之後，才能返校參與課程進行，將請各授課教師在不影

響原本授課方式及課程安排之前提下，預做準備協助學生彈性修業，故請同學務必上網

查閱選課科目之課程大綱，確實掌握授課進度，並與教師保持聯繫，以利學習。 

四、疫情發展瞬息萬變，如有因應疫情發展，彈性調整課程，將以 TronClass 教學平台及本

校 LDAP 信箱為聯絡方式通知，請同學仍應持續依據指揮中心所發布最新防疫警戒等級

及相關措施辦理，並主動至本校「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專區」之網頁查詢相關公告。 

五、本學期學生停修申請至 110 年 12 月 10 日截止受理，停修每學期以一科為限。 

※停修採線上填單(錯誤更正截止日起登入「學生資訊入口網」查詢選課清單，

點選課程列表中之【停修】功能鈕進行申請)，並列印紙本經簽核同意後，

持單至課務組臨櫃即時辦理。 

六、本學期校訂期中考、學期考日期表列如下： 

考試 期中考 學期考 

日期 110.11.8.(一)～110.11.13.(六) 111.1.10.(一)～111.1.15.(六) 

※同學因故無法參加期中、學期考試，應依本校「學生考試請假規則」於

規定期限內辦理請假手續，逾期視同曠考，該科該次成績以零分計算。

請假獲准者，始得參加補考；補考缺考者，該科該次成績以零分計算。 

 

參、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一、教師發展相關活動：每學期舉辦工作坊、講座等不同形式的教師發展活動。內容包含數

位學習、創新教材教法、教師分享成果會等。 

二、教學評量與互動平台：(網址：http://140.136.251.64/assessment2/ ) 

(一)教學互動平台：每學期開學第 2 週起，同學可上教學互動平台，用匿名方

式與教師溝通互動。 

(二)課程評量：期末考前一個月可進行填寫，針對整學期教師的授課進行回饋。 

(三)填寫評量抽大獎：只要到「教學互動平台」與教師進行教學意見回饋與互動，或在期

末至課程評量系統進行意見回饋，就能有機會抽 IPhone 或現金等大獎！ 

三、學生自主學習平台（網址：http://fdircsl.fju.edu.tw/） 

提供輔大學生發表優秀學習成果，獲得外部反饋及支持，達到公開表揚之效

果；同時提供具創新創業概念或作品競賽內涵之課程，可於平台舉辦課程小

組作品互評機制。 

 

 

 

https://www.fju.edu.tw/covid/index.html
http://140.136.251.64/assessme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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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簡稱 TA)： 

110-1 卓越教學助理總獎勵金 24 萬元，每個學院有 2 萬元整，依院核定金額

分配。收件截止 110 年 12 月 30 日止，請符合資格研究生於學期內準備備審

資料，踴躍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 

※申請資料表下載網址：https://reurl.cc/20Z9QX 

肆、高教深耕計畫： 

一、高教深耕計畫辦理的活動會定期公告於 FB 粉絲專頁與網站，歡迎同學踴躍加入，定期

查看與學生相關的活動及重要資訊。 

※「輔大高教深耕計畫」FB 粉絲專頁網址：http://goo.gl/c8P4Oz 

※「輔大高教深耕計畫」網站：http://moeproject.fju.edu.tw/ 

   
二、輔大為一所綜合大學，鼓勵學生修習跨領域學程，相關資訊都在輔大跨領域

網站。 

※「輔大跨領域」網站：https://www.interdisciplinary.fju.edu.tw/ 

三、高教深耕計畫「優化學習環境❤型塑優質氛圍」已與 19 單位合作，優化 52

個學習場域，22 處公共空間及觸及率高之教室的氛圍再造，後續將持續進行

校內學習空間優化，提供本校學生優質學習空間與環境，請同學拭目以待！ 

※輔大尚學趣 https://moep21.wixsite.com/funstudy 

四、高教深耕 LINE@「輔大深耕♡學生起飛」與 Telegram「輔大深耕 師生有 FU」正式上

線，讓校內師生能有效獲得高教深耕計畫最新資訊，歡迎同學踴躍加入。 

     
伍、外語教學資源與自學中心 

一、語言自學室 

於德芳外語大樓寰宇廳 FG103 室設有「語言自學室」，建置 40 個學習座位，開放時

間為為每週一至週五 10:00-20:00，內有英、日、法、德、西、義、韓各種語系之語言

學習資源及外語檢測軟體，數量逾 2000 筆，全校教職員生皆可憑證入館，參與各種

線上開放式、互動式等數位學習課程。 

二、多功能影音資源展示教室 

全校各單位皆可申請借用進行視聽資料共同閱覽、藝術賞析、電影系列講座等活動。

本中心定期舉辦「週四電影院」主題影展，透過影片文化意義，提供更多元之學習面

向，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三、外語自學軟體 

(一)Live ABC 英語學習平台(http://liveabc.mmc.fju.edu.tw) 

提供高效度的線上自主學習機制。平台學習資源包含 General English、 Workplace 

English、CNN News、GEPT 及 New TOEIC 英檢試題。 

(二)Global Exam 外語檢測平台(http://140.136.251.210/student/ ) 

提供英、法、德、西、華 5 種語言共 15 項國際語言檢測資源，本校為率先

啟用該語言檢測系統之學校，開全國大專院校先河。教職員生皆可以 LDAP

帳號於輔大資訊入口網登入使用，並可自訂語言學習計畫，檢視學習成效。 

https://reurl.cc/20Z9QX
http://goo.gl/c8P4Oz
http://moeproject.fju.edu.tw/
https://www.interdisciplinary.fju.edu.tw/
http://liveabc.mmc.fju.edu.tw/
http://140.136.251.210/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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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lobal Exam Business English 商用英文 

內容包含 Job skills、Career Competence、Industry Skill 等商務情境主題，使用者可循

序漸進增進商用英語能力。 

(四)EsayTest 日語檢測平台(http://easytest.mmc.fju.edu.tw/index.aspx ) 

提供新制 JLPT 日本語能力檢定 N1-N5 級模擬題庫計 40 回，供全校教職員

生做為日語學習與日語檢測的試前練習學習資源，並與圖書館學習資料庫

連結。 

(五) IELTS 官方校園考、仿真線上模擬測驗與各類語言檢定測驗講座 

110 學年度將舉辦雅思 IELTS 及領思 Linguaskill 官方校園考，並規劃開辦多益 New 

TOEIC 正式考試，本校教職員生、推廣部學生及校友得以專案優惠價格於校園進行

檢測，每學期並舉辦 IELTS 雅思模擬電腦考試，提供學生體驗臨場應試經驗。線上

版測驗的題型包含聽、讀、寫、說四大部分，與官方正式考試完全相同，皆為英國劍

橋大學考試院(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研發設計。另外為全面推廣外語學習資

源，持續舉辦 New TOEIC、Linguaskill、IELTS 等各類語測驗新知講座，歡迎踴躍參

加。 

四、外語自學深度發展與國際共學活絡活動 

設計各類文化活動增進本地生和外籍生之交流互動，透過 FB、IG、Telegram

社群平台舉辦 FunNet 活動，及辦理 F2F 國際共學跨文化交流活動，凡參加活

動之學生，皆可獲得英語自學點數，歡迎踴躍參加跨文化多語言交流活動，

並至本活動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fjuFLRC/ 、Instagram(帳號

fjcu_flrc)及 Telegram(帳號 fjcuflrc9)追蹤最新活動訊息。 

五、輔仁英語網路學院 (EngNet，http://engnet.fju.edu.tw/)  

提供許多線上英語自學資源，並提供英語線上寫作、會話與自學課程三種互

動式自學服務。此外，也與校內許多單位合作，包括圖書館的實用與活用工

作坊，Face2Face 寫作中心與自學導航員等。更創建英語自學點數，融合相

關英語活動，讓學生可藉此感受實質語言學習成長紀錄。所有活動皆為免費

報名及參與；每學期皆舉辦自學活動，提供豐厚獎金，歡迎多加使用！ 

六、e School 學習空間 

全新優化之 e School 學習空間位於濟時樓地下室，開放式舒適簡約的優雅風

格，提供師生自在交流、小組討論、閱讀研究、專題作業拍攝、跨域對話與

互動之學習場域，可於開放時間自由進出，為校園內兼具美學與人文之學習

樂園。 

開放時間為週一~週五 10:00~18:30，歡迎同學多多運用！ 

  

http://easytest.mmc.fju.edu.tw/index.aspx
https://www.facebook.com/fjuFLRC/
http://engnet.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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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壹、出納組 

一、110-1 日間部學生繳交學雜費及半額雜費，敬請提醒學生注意事項如下： 

(一)日間部延修生收費標準 

1.修讀 10 學分(含)以上，收取全額學雜費。 

2.修讀 9 學分(含)以下，收取學分費及 110 學年度各院系所雜費基準半額。 

(二)行政配套作業注意如下： 

1.日間部延修生有就學貸款需求者，須另行下載就學貸款對保專用單。 

2.日間部延修生繳費時程： 

身
份
別 

修習 10 學分（含）以上 

（含跨校選修學分） 
修習 9 學分（含）以下 

注
意
事
項 

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除依其所修學分數收取學分費外，亦須繳交

依所屬系所收費標準表之雜費基準半額 

繳
費
期
間 

分兩階段繳費: 

(1)半額雜費繳費期間： 

  110.08.01（二）至 110.09.15（三）      

(2)全額學雜費(差額單)繳費期間： 

  110.11.03（三）至 110.11.17（三） 

分兩階段繳費: 

(1)半額雜費繳費期間： 

  110.08.01（二）至 110.09.15（三） 

(2)學分費繳費期間： 

  110.11.03（三）至 110.11.17（三） 

(三)日間部延修生，每學期應依學校公告延修生註冊須知，於繳費截止期限前完成繳費。

依「輔仁大學學則」，有卡註冊、卡畢業及欠費退學之虞者，敬請提醒學生注意。 

二、110-1 日間部一般生、額外需交學分費生及進修部加選生繳費時程： 

繳費期間 

分兩階段繳費: 

(1)日間部及進修部全額學雜(分)費繳費期間: 

  110.08.01（二）至 110.09.15（三）      

(2)日間部學分費及進修部加選生繳費期間: 

  110.11.03（三）至 110.11.17（三） 

三、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時間表： 

                       收費制 

計算基準日 

採學雜費制 

【日間部】 

採學分學雜費制 

【進修部】 

110/09/22（三）(含)    
學費全退 
雜費全退 

其餘各費全退 

學分學雜費全退 
其餘各費全退 

110/09/23（四）～110/10/25（一） 
學費退 2/3 
雜費退 2/3 

其餘各費退 2/3 

學分學雜費退 2/3 
其餘各費退 2/3 

110/10/26（二）～110/12/13（一） 

學費退 1/3 
雜費退 1/3 

其餘各費退 1/3 

學分學雜費退 1/3 
其餘各費退 1/3 

110/12/14（二）(含)以後            

學費全不退 
雜費全不退 

其餘各費全不退 

學分學雜費全不退 
其餘各費全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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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務組 

E 化服務隊 

學生使用 E 化設備時，請依 E 化講桌上操作說明使用設備，如設備使用有問題時，請電

2905-2705  E 化服務隊，E 化服務隊會協助處理。 

參、營繕組 

為因應地球暖化，目前各級學校皆致力於推動節能減碳相關措施，請各班級代表加強宣導

節能觀念，遵守下列規定： 

(一)配合校內教室節電裝置，無排課教室於非上課時間不作供電，課程結束離開教室前，

請同學確實關閉電源開關。 

(二)教室走廊等公共區域於非上課時間請隨手關燈，僅保留必要照明（如樓梯間）。 

(三)空調佔學校用電最大比例，為避免將溫度設定過低導致設備耗電率過高，請離開教室

時並請關閉冷氣，降低不必要的用電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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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國際學生中心  

壹、主要業務說明 

一、外籍學位生（非僑生、陸生）業務：註冊、健保、居留證、工作許可….等生活輔導。 

二、姊妹校交換學生業務： 

(一)國外至本校交換學生：由國際學伴（通過本單位甄選的志願服務學生）擔任第一線生

活輔導員，負責接應、報到、宿舍入住、選課輔導、旅遊諮詢、就醫協助、簽證延長....

等事宜。「境外學生學伴計畫」於每學期期中公告開放申請。 

(二)赴姊妹校交換學生：每年八月及三月公告開放申請(依國際學生中心網站訊息為準)，

可配合政府或本校提供之交換學生獎學金一同申請。 

三、外籍生、赴姊妹校交換生獎學金： 

(一)政府補助：教育部、外交部、國科會。 

(二)校外機構：民間贊助或國外機構補助。 

(三)輔大提供。 

四、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學金：提供赴姊妹校交換之臺灣學生部分補助。 

五、各項跨文化交流活動：「國際菁英學生會(FJU-IDEA)」為本地生與外籍生共同組成的校

內正式社團，每學期辦理各項學生交流活動，如：文化巡禮一日遊、國際美食饗宴、境

外生歡迎會、傳統手作體驗……等。 

貳、班代宣達事項 

一、給外籍生：  

(一)外籍學位生申請事宜及學生活動公告：Christine 蔡老師 2905-6376。 

(二)外籍學位生輔導事宜：Laurence 林老師 2905-2544。 

(三)請盡力協助班上外籍學生融入班級團體活動。 

(四)隨時宣導並提醒外籍學生「校內禁菸」。 

(五)外籍生在臺工讀僅限「學位生」，其餘短期交換者不可非法打工。 

(六) 外籍學位生校外打工務必注意安全、尋求正當管道並辦理工作許可證。 

二、給本地生： 

(一)赴姊妹校交換學生計畫：Olly 林老師 2905-2386。 

(二)姊妹校至輔大交換生相關輔導業務：Agnes 張老師 2905-2944。 

(三)國際學生中心各項業務諮詢、國際學伴甄選：Agnes 張老師 2905-2944。 

(四)請同學務必留意輔大學生電子信箱內的公告郵件，或可將輔大學生郵件帳號設定自

動轉寄至 Gmail 信箱，以免遺漏校內活動及其他重要申請訊息，如：交換計畫、獎學

金、姊妹校短期交流、海外研習…等。 

三、國際學生中心網站：http://isc.oie.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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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壹、行政資源 

中心人員業務與分工如下： 

職稱   姓  名 分機 負責工作或課程 

編纂 

組員 

組員 

組員 

技士 

游玉文 

李培真 

李纘德 

顏秋芳 

許健哲 

3123 

3122 

3121 

3120 

3128 

中心綜合業務 

大學入門、（通）社會科學、人文與藝術 

人生哲學、外國語文 

專業倫理、國文、（通）自然與科技 

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專案等 

    中心辦公室：進修部教學大樓 2 樓 ES205 室 

  中心網址：www.hec.fju.edu.tw（或由輔仁大學首頁教學單位欄點選） 

貳、選課須知 

一、全人教育課程架構： 

(一)全人教育核心課程（8 學分）：包括：大學入門（2 學分）、人生哲學（4 學分）、專業

倫理（2 學分）及體育（0 學分/8 學時）。 

(二)基本能力課程（12 學分）：包括：國文 4 學分；外國語文 8 學分（大一英文至少 4 學

分）；資訊素養 0 學分。原「歷史與文化」課程納入通識三領域課程學群之一規劃開

課，必修 2 學分，可於任一通識涵養領域課程修讀，且可計入所屬通識領域規定之學

分數內。 

備註：資訊素養 0 學分，即本校校級之"資訊能力"畢業門檻，可自下列三種通過管道

擇其一種以通過資訊能力畢業門檻： 

1.修習並通過符合「輔仁大學資訊基本能力認可之校內資訊課程」列表中之課程。 

2.報名並通過校內自辦之「資訊能力電腦檢測」，檢測每學期預計舉行 16 場。 

3.於證照管理系統上傳符合資訊能力通過標準之校外資訊相關證照。 

本校現行認可之資訊能力認可課程清單、校外證照列表及其他相關規定請參

閱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網頁公告。網址如下：

http://www.he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94 

(三)通識涵養課程（12 學分）：包括：人文與藝術領域（4 學分）、自然與科技領域（4 學

分）、社會科學領域（4 學分）。以學群方式規劃開課。 

二、全人教育課程－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等課程均採建制班（隨班）開課，為兼

顧各系特色及維護教學品質，該系同學若未經該班授課教師之同意，不得轉至外系上課。 

三、必修大二外國語文（主題英文或第二外語）4 學分： 

大二外國語文（主題英文）採「學期課」方式開課，大二生採「網路選填志願」 後亂

數分發方式選課。 

四、日間部大二～大四欲重補修「大一英文」應修讀與大一相同分級之「外國語文（英

文）」，例如：若大一未通過課程為「外國語文（中級英文）」，則重補修時仍應修讀

「外國語文（中級英文）」，學分始得被承認，以此類推。 

進修部大二~大四欲重補修「大一英文」者，請修讀「初級英文」。 

五、「歷史與文化」學群課程至少必修 2 學分，可於任一通識涵養領域課程修讀，且可計入

所屬通識領域規定之學分數內。惟「歷史與文化」學群為歷史系之排除學群課程，歷史

系學生修讀不予採計。 

http://www.he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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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識涵養」課程係由各系決定是否排除自我領域之科目。修讀系上排除之課程學分不

予承認，請同學選課前務必查詢當學期所屬學系之通識排除科目，以避免誤選。 

七、各系承認之選修學分不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規劃開設之必選修課程，即同學超修全人教

育課程之學分數將不予承認為其畢業所需之選修學分，請同學務必慎重選課。 

八、通識涵養課程選課條：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因疫情影響，本校第 1、2 週採線上授課，

故取消通識課程選課條加選機制，原通識課程選課條名額於網路加退選階段釋出，請學

生自行網路選課。 

參、上課須知  針對非建制班課程（如國文、外國語文、通識涵養課程等），請同學留意下列

資訊： 

一、為配合本校電子化政策，上課教室及課程異動等資料請逕自進入本中心網頁或本校開課

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二、請同學開學後與授課教師核對選課學生名單，確定選上但未列於名單內的同學請速與課

務組或本中心聯絡，儘早處理選課問題。 

三、請同學務必留意課堂上老師交代事項如下次變更之上課教室、交報告之期限與地點等，

以免臨時連絡不及。 

肆、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 

本學期校內自辦英文及資訊基本能力電腦檢測，檢測時程已於 3 月初發送全校電子公告信

通知，並公告於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網頁，請協助宣導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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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壹、圖書館閱覽借書規則等相關規則與辦法、圖書館服務項目、開放時間、各項

最新訊息及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見圖書館網頁 http://web.lib.fju.edu.tw/。 

圖書館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julib。 

貳、防疫期間圖書館各項防疫措施請隨時注意圖書館網頁公告。 

參、為了讓輔大新鮮人能夠認識圖書館各項服務及資源，圖書館製作了大學新鮮人圖書館指

南及各式課程影片，讓您可以線上自主學習，只要收看數位課程，將一步步徹底掌握使

用圖書館的各項祕訣！新鮮人的第一堂課網址 http://140.136.208.39/drupal/node/84。 

肆、110 學年大學新鮮人翻轉圖書館活動—機智的大學生活，訂於 1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舉辦，詳見網頁 http://web.lib.fju.edu.tw/events/110flipping/，歡迎 110 學年入學

新生與轉學生踴躍參加。 

伍、圖書館推出資訊小學堂課程，透過周三中午 20 分鐘的現場教學與互動，幫助大家可以學

習基本的科技素養能力，歡迎踴躍報名參加。詳見圖書館網頁。 

陸、圖書館數位學習網網址 http://140.136.208.39/drupal/。 

柒、圖書館資源利用講習活動各場次時間及內容請參閱圖書館網頁，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捌、濟時樓圖書館二樓、公博樓圖書館一樓、二樓設立「學習共享空間」，提供一個便利做報

告或小組作業的地方，歡迎同學來互相討論功課或做作業。開放時間詳見圖書館網頁。 

玖、公博樓及濟時樓圖書館部分團體討論室已安裝 40 吋液晶螢幕，同學可自行攜帶筆記型電

腦或行動載具連接，方便同學討論使用，歡迎多加利用。詳見圖書館網頁。 

拾、濟時樓圖書館四樓 JS409 團體討論室增加簡易攝影棚功能，歡迎多加利用。詳見圖書館網

頁。 

拾壹、濟時樓圖書館寫作中心提供 Face2Face 英文寫作室、實用與活用英語工作坊等各項服務，

另增加媒體製作編輯相關設備，歡迎多加利用。詳見圖書館網頁。 

拾貳、自助借書及還書箱服務： 

一、公博樓圖書館一樓及濟時樓圖書館二樓皆提供自助借書機，歡迎多加利用。 

二、還書箱的設置：圖書館於公博樓一樓、濟時樓二樓及國璽樓一樓設置還書箱，由讀者自

行投遞還書，圖書之歸還依照「輔仁大學圖書館還書箱使用要點」進行，提供 24 小時

還書服務。為避免珍貴資料、圖書遺失或損壞，部分資料不得投入，否則損壞應負賠償

責任，相關規定請見 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bookdrop。 

拾參、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館內影印機或使用視聽資料，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嚴禁拷貝、

轉錄或其他不當之使用。 

拾肆、館際合作服務：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cooperation_menu 

為讓本校教職員生能便利獲取其他圖書館的資料，本館提供多項館際合作服務，歡迎多

加利用。 

拾伍、書刊資料介購：本校教師、職員、學生因教學及研究或業務所需之相關資訊資源，可推

薦圖書館採購，介購辦法請見圖書館網頁 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recommend。 

拾陸、緊急分編申請：查詢館藏目錄時，在「處理狀態」欄出現「編目中」註記，表示該書已

購入且完成點收，尚待分編作業。若讀者急需，可於線上申請急編，網址

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rush，三個工作日內以 e-mail 通知取書，七日未取便

入庫流通。本服務每人每學期以 2 冊為限。 

  

http://web.lib.fju.edu.tw/
http://140.136.208.39/drupal/node/84
http://web.lib.fju.edu.tw/events/110flipping/
http://140.136.208.39/drupal/
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bookdrop
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cooperation_menu
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recommend
http://web.lib.fju.edu.tw/chi/service/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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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 
（http://www.cc.fju.edu.tw/） 

壹、電腦教室的使用 

一、本中心設有電腦教室供教學與自由上機用，請參考本中心網站（http://www.cc.fju.edu.tw/）

/教學服務/電腦教室服務，內有電腦教室之最新訊息。 

二、自由上機電腦教室(進修 ES400、文開 LE404B、聖言 SF340-1)開放在校學生自由練習使

用，憑學生證刷卡進出。備有掃描器及付費印表機，並設有自備筆電座位區。 

貳、網路選課帳號密碼及單一帳號（LDAP）帳號密碼之不同 

一、本校新生入學後將依照不同招生管道取得個人專屬之「網路選課帳號密碼」及「單一帳

號（LDAP）密碼」。 

二、單一帳號相關說明請參考 LDAP 啟動網站（http://whoami.fju.edu.tw/） 

三、網路選課相關問題，請詳見本校選課資訊網 http://www.course.fju.edu.tw/。 

四、透過「單一帳號（LDAP）」認證後，您可使用本校所提供的資訊系統與服務。如電子郵

件、網路選課、成績查詢、教學評量、Tronclass 教學平台…等。 

五、5. 本校現行四階段選課（網路預選、 選填志願、網路初選、網路加退選），依照其特性

可使用「單一帳號（LDAP）密碼」或「網路選課帳號密碼」登入認證。 

六、為維護自身 LDAP 帳號的權益，請閱讀 LDAP 啟動網站（http://whoami.fju.edu.tw/）首

頁中之「重大訊息」。並建議您應儘速進行 LDAP 帳號啟用與定期修改密碼，勿將帳號

之密碼告知他人。相關說明請參考 LDAP 啟動網站首頁中之「帳號啟用與修改驗證資

料 」。 

參、設定電子郵件信箱 

一、連線至 http://mail.fju.edu.tw 中，利用學號與單一帳號(LDAP)密碼，使用本校的電子郵

件服務。本校電子郵件服務為網頁式電子郵件（webmail）型態，該 webmail 的詳細使

用方式(密碼相關設定除外)，請登入後點擊右上方問號  (線上版說

明手冊)。 

二、本校預設之學生電子郵件信箱容量為 250MB/每人。 

三、本校 webmail 亦提供 POP3 服務，當您使用 Outlook…等 POP3 協定 client 端收發信件軟

體時，請要特別注意在使用 SMTP 寄信時需勾選『身份認證』，詳細方法請參考

http://login.mail.fju.edu.tw/announcement/Outlook2013POP3.pdf  

四、學生畢業後一年，即刪除該帳號(所有資料一併刪除)。相關說明請參考

https://www.net.fju.edu.tw/main/10v2/msg_google_mail.html 

五、電子郵件其他問題可於上班時間至聖言樓四樓 SF416 網路組洽詢。 

肆、宿舍網路 

學校各宿舍網路服務是由宿舍中心直接外包給電信業者(宿舍費已內含網路使用費)。網路

資訊中心一般性業務服務窗口 

聖言樓四樓 SF419 室 分機：2799 

http://edu.cc.fju.edu.tw/cc/suggest/ 

意見信箱：cc@mail.fju.edu.tw 

http://www.course.fju.edu.tw/
http://mail.fju.edu.tw/
http://login.mail.fju.edu.tw/announcement/Outlook2013POP3.pdf
http://edu.cc.fju.edu.tw/cc/suggest
mailto:cc@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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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之帳號密碼以及電信業者聯絡資訊，請直接向宿舍服務櫃臺洽詢。 

伍、無線網路使用 

一、涵蓋範圍：輔大各教學與行政大樓、營運中的餐廳、戶外公共區域均可無線上網。 

二、全面統一資訊中心之無線網路基地台識別名稱（SSID），定義為「FJU-PEAP」。 

三、輔大已加入 TANet Roaming 及 eduroam 跨校無線網路漫遊服務，方便本校師生到同樣

加入此服務之院校時，可使用輔大之 LDAP 帳號，登入該院校之無線網路，一般情況

下，SSID 為 TANetRoaming 及 eduroam，實際使用之 SSID 以該院校公告為準。 

四、資訊中心公設全校基地台可全校漫遊。 

五、上述各連線方式、注意事項與其他問題整理：請參考中心網站-無線網路相關說明

（http://www.cc.fju.edu.tw/networkServices.jsp?labelID=5）。 

六、請大家可以將私設 AP 自行下架，以避免產生過多干擾，影響整體品質。 

七、無線網路其他問題可於上班時間至聖言樓四樓 SF416 網路組洽詢。 

陸、全校公用軟體下載 

依軟體授權範圍，在校生可由網站直接下載（資訊中心教學組首頁 http://edu.cc.fju.edu.tw

進入下載專區）。亦可自輔大首頁/在校學生/網路-服務/共享軟體下載。 

柒、Google Apps 服務線上申請 

一、開放教職員工生線上申請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服務之帳號。 

二、相關規範與申請資訊，請參考：資訊中心網站/申請及表格/Google Apps 服務申請。

(http://www.cc.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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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 
壹、服務宗旨： 

學生輔導中心依本校目標-人性尊嚴、人生意義，以心理輔導及諮商專業，協助學生探索、

瞭解、接納自我，進而發覺自我價值，持續成長、追求卓越，達到身心靈整合的全人教育

目標。 

貳、服務項目： 

個別心理諮商、成長團體、心理測驗、午餐約會、心理衛生演講、班級輔導活動、圖書借

閱、協助導師工作、關注高關懷學生、信件諮詢。 

參、服務資訊： 

一、地點：國璽樓醫學院 2 樓(MD222 室) 

二、時間：一、二、四、五 8:00~21:00、三 8:00~22:00 

三、電話：29052237、29053003 

四、網站：http://www.scc.fju.edu.tw 

肆、各學院專責心理師 

部別 專責學院 專責心理師 

日
間
部 

管理學院、社科學院 周佩君、葉怡君 
理工學院、外語學院 蔡幸祖、彭雪莉 
醫學院、法律學院、藝術學院、民生學院 何冠瑩、利得誠 

文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織品學院 梁怡恩、孫允儀 

進
修
部 

應美系、英文系、日文系、法律系、經濟系、資健學程 林軒萍 
文創學程、文服學程、長照學程、大傳學程、設計學程 林欣瑜 
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圖資系、宗教系、資創學程、
運管學程 劉嘉泳 

商管學程、軟創學程、餐旅系 劉明媚 

伍、本學期活動： 

類別 主題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地點 

個別 
諮商 

個別心理諮商 
【時間請參考學生輔導中心網頁】 

全學期 
每週提供 
250 人次 

輔導 
老師 

學輔 
個諮室 

信件 
諮詢 

回覆來函者的煩惱與困惑、提供
心理健康資訊 

全學期 

 

成
長
團
體 

【培養一朵愛情的花】~ 

      愛的實感手作團體 
10/27-12/8(三) 

(期中考周暫停) 
15:40～17:30 

蘇詠園  

金汶珠 

學輔中心 
團輔室 

【你的家，和你想的不一樣】 

     家庭經驗探索團體 
10/28-12/9(四) 

(期中考周暫停) 
18:00～20:00 

周沁熹 

陳亭羽 

【大亂鬥！即興Ｘ心理健康！】  

兩日即興劇極致體驗 

10/30-10/31 

(六、日) 
9:30～16:30 黃煒翔 

【玩味一個有病的時代】 

後疫情的新、心生命coping工作坊 

11/27-11/28  

(六、日) 9:30～16:30 魯  婷 

 

http://www.sc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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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餐
約
會 

~色彩隨心流動~紓壓流動畫 10/21(四) 12:30～13:30 陳亭羽 

ID：29441 
~韓流來襲~多元文化體驗 12/02(四) 12:30～13:30 金汶珠 

主
題
輔
導
系
列
活
動 

~練愛．戀愛．鍊愛~主題系列工作

坊：戀愛裡的自由 
10/27(三) 13:30～15:30 李一萱 

ID：29467 

~練愛．戀愛．鍊愛~主題系列講座

一：歡迎光臨我的心門 
12/08(三) 13:30～15:30 陳芃圻 

~練愛．戀愛．鍊愛~主題系列講座

二：我以為．這是愛你的方式 
12/22(三) 13:30～15:30 陳芃圻 

★成長團體、午餐約會與主題輔導系列活動屬個別報名活動，有興趣同學歡迎報名參加。 

班
級
輔
導
活
動 

「我，和我的路」MBTI 個人風格

量表(自我探索) 

全學期 約 100 分鐘 
梁怡恩 
(日間部) 

(日間部) 

「不跟你好了！」－探索人際衝突
因應之旅(人際關係) 

家的內心小劇場-家庭衝突與調適

(家庭衝突) 

我的「Mr./Miss Right」(親密關係) 

讓壓力檔案解壓縮 
全學期 75 分鐘 

林軒萍 
(進修部) 

(進修部) 
發覺，情緒考古學 

★班級輔導活動僅限班級導師、大學入門授課教師預約。 

心
理
衛
生
演
講 

建構你的生涯！做決定前不可不知

的生涯要素 
10/06(三) 

13:30-15:30 

蘇俊誠 

ID：29453 

為什麼我停不下來！？上癮的秘密 10/13(三) 彭大維 

「大學必修人際課！」—營造自在

的關係 
10/20(三) 邱泓霖 

人際互動不踩線：認識心理界線 12/01(三) 蘇益賢 

★心理衛生演講開放班級預約，每個班級可預約 1 場演講(每場名額依場地大小開放 1~2 個
班預約，額滿為止)。 

★心理衛生演講保留個別同學報名名額，對於講題有興趣之同學可自行報名參加。 

同
儕
培
訓
講
座 

有你真好-基本助人技巧及辨識憂鬱 11/17(三) 

12:00～13:40 

陳悅華 

ID：29475 

要幸福不要性縛-恐怖情人辨識、預防及

處遇 
12/09(四) 張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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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管
道 

學生輔導中心網站 

http://www.scc.fju.edu.tw/ 

 

FB 粉絲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studentcounselingcenter/ 

 

IG 粉絲頁 

https://www.instagram.com/fju_student_counseling_

center/ 

 

六、校園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類別 主題 日期 時間 帶領者 備註 

對
學
生
增
能 

珍愛生命守門人(生命教育) 全學期 約100分鐘 
特約 
心理師 

開放報名 

對
新
生
文
宣 

撫心撫心療癒地圖 L 夾、文
宣品等 

配合活動 視系上時間 何冠瑩 全校新生 

對
家
長
導
宣
導 

大一新生之爸媽如何斷捨離

-家庭心關係 
09/18(六) 10:30-12:00 

黃雅伶
社工督導 

開放參加 

談談校園常見的精神疾病 09/18(六) 10:30-12:00 
孫莉晴
心理師 

開放參加 

與孩子無話不談校園生活 09/18(六) 10:30-12:00 
劉慧華
心理師 

開放參加 

 

  

http://www.scc.fj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studentcounselingcenter/
https://www.instagram.com/fju_student_counseling_center/
https://www.instagram.com/fju_student_counseling_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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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壹、中心任務 

一、原住民族學生事務及資源整合。 

二、原住民族學生生活適應與輔導。 

三、原住民族學生課業及學習輔導。 

四、原住民族學生文化陶冶與發展。 

五、原住民族學生心靈輔導與陪伴。 

六、原住民族學生人才培育及自主學習之推動。 

七、強化原住民族學生與原鄉部落區域連結及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八、民族教育之相關課程與活動之協助。 

九、推動原住民族學生與附設醫院醫療工作之連結。 

十、執行政府單位委辦計劃及其他與原住民族相關之創新積極作為。 

貳、原住民族學生助學措施 

一、校內外原住民族獎助學金申辦與相關事務諮詢窗口。 

二、安心就學補助。 

(一)清寒原住民族學生住宿補助。 

(二)原住民族學生急難救助金。 

叁、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推廣及職涯發展 

一、菁英人才培育計劃。 

二、原住民族文化系列課程(族語、講座、手工藝工作坊、樂舞等)。 

三、職涯講座、參訪、一對一履歷撰寫及模擬面試、生涯探索團體。 

 

更多資訊洽詢歡迎至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簡稱:原資中心（法路祖部落）} 

地點：舒德樓 4 樓 

網站：http://irc.dsa.fju.edu.tw 

信箱：irc@mail.fju.edu.tw 

 

 

  

http://irc.dsa.fju.edu.tw/
mailto:irc@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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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處本部 

輔仁大學 108 年起飛學生學習輔導獎勵（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壹、申請對象： 

本國籍本校在學大學部及繳交全額學雜費之碩士班（不含在職專班）學生，且符合下列各

款身分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五、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生。 

八、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 

貳、獎勵類別： 

一、多元學習輔導助學金：200-300 元/小時，每月最高 20 小時。 

二、多元學習輔導獎勵金：200-300 元/小時，每月最高 5 小時。 

三、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2,000-5,000 元。 

四、學業成績優秀獎勵金：5,000-20,000 元。 

五、專業技能暨證照報名費補助金：實報實銷≦8,000 元。 

六、專業技能暨證照獎勵金：擇優獎勵。 

七、成功媒合就業獎勵金：≦5,000 元。 

八、健康照顧補助金(新生健檢補助)：600~800 元/人。 

（以上機制依教育部 109 年核定計畫為準） 

參、詳細申請規定請參閱《輔仁大學協助起飛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辦法》及《深耕起飛 經典學

習》網站。 

 

肆、聯絡資訊：學生事務處/02-2905-3803 李侑螢助教；02-2905-3865 周于榛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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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 

壹、慶典活動： 

一、新生開學典禮暨輔導教育及新生家長諮詢服務，已分別於 110.09.17 (五)及 110.09.18 (六)，

以預錄並於當日線上播放方式舉辦。 

二、新進(暑)轉學生相關資源介紹暨座談會，日間部及進修部已分別於 110.09.29(三) 13:00

及 20:30，以視訊方式實施。 

三、校慶感恩慶祝大會訂於 110.12.03(五)舉行。諮詢電話：02-2905-2207(野聲樓 YP107 室)。 

貳、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及申訴管道： 

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http://gender.fju.edu.tw/)。諮詢電話：02-

2905-3103(野聲樓 YP107 室)。 

參、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及申訴管道：諮詢電話：02-29053103(野聲樓 YP107 室)。 

肆、學生申訴管道：諮詢電話：02-2905-3101(野聲樓 YP104 室)。 

伍、學生急難救助金： 

針對學生個別急難狀況本校提供「學生急難救助金」及「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

予補助，諮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3031(野聲樓 YP107 室)；進修部 02-2905-2246(進修部

大樓 ES201 室)。 

陸、校內外獎助學金： 

已全面公告於「學務處獎（助）學金資訊系統」(LDAP 帳號登入)。諮詢電話：日間部：

校內獎助學金 02-2905-3101(野聲樓 YP104 室)、校外獎助學金 02-2905-3103(野聲樓 YP107

室)；進修部 02-2905-2246(進修部大樓 ES201 室)。 

柒、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一、弱勢(共同)助學金－核定助學金額自第 2 學期應繳學雜費內扣減，免服務學習。申請時

間為 110.10.01(五)～110.10.20(三)，諮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3101(野聲樓 YP104 室)；

進修部 02-2905-2246(進修部大樓 ES201 室)。 

二、生活助學生－領取同學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時間為

110.12.20(一)～111.01.03(一) ，諮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3101(野聲樓 YP104 室)。 

三、清寒助學生－領取同學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申請時間及地點依各學系公告。 

捌、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教育部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補助類別計有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身障人士及其子

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原住民學生、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等八項，

詳細申請資訊請參考生輔組網頁公告，諮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3173(野聲樓 YP104 室)；

進修部 02-2905-3890(進修部大樓 ES201 室)。 

玖、學生就學貸款： 

本學期已於 110.09.13（一）截止收件。詳細資訊請參考生輔組網頁公告，諮詢電話：日間

部 02-2905-2231(野聲樓 YP104 室)；進修部 02-2905-2247(進修部大樓 ES201 室)。 

拾、學生公假： 

公假申請應於請假日前填寫公假單完成公假程序。3 日(含)內之公假單需檢附有關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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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經派遣(邀請)單位簽證，由所屬系主任(所長)核准後，將請假單各聯分送至任課教師、

系(所)及學務處生輔組登錄；逾 3 日之公假單需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經派遣(邀請)單位簽證

及所屬系主任(所長)核章後送生活輔導組轉呈學務長核定，並將核定後之請假單各聯分送

至任課教師及系(所)，諮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2231(野聲樓 YP104 室)。 

拾壹、學生獎懲： 

一、班級學會、社團幹部奬懲建議表，每學期期末考 3 週前請導師填寫提報完成。 

二、違規銷過：被記申誡及小過懲處學生，得依本校「違規銷過實施要點」申請銷過，於完

成服務工作後得註銷其懲處紀錄。 

三、獎懲紀錄申請：申請書請至生活輔導組網站表格下載處下載使用。 

拾貳、學生團體保險作業： 

每一被保險人(凡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投保金額為一般身故新台幣一百萬元，特定意外身

故新台幣二百萬元。A.住院醫療給付：同一事故住院期間之最高給付以 50,000 元為限；B.

意外事故門診金：每次事故最高給付以 5,000 元為限。詳細申請資訊請參考生輔組網頁公

告，諮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3100(野聲樓 YP104 室)；進修部 02-2905-2979(進修部大樓

ES201 室)。 

拾參、拾物招領：全數公告於網頁(網址 http://www.net.fju.edu.tw/lost/)。 

拾肆、兵役： 

一、新生及當學期復學生，應於註冊期限內進入網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填寫並列印

「兵役資料表單」於註冊規定期限內繳交至生活輔導組(位置在野聲樓 1 樓 YP107 室)；

尚未服役之役男繳交「兵役資料表單」；已服役之後備軍人繳交「退伍證明書正反面影

本」及「兵役資料表單」；免役者繳交「免役證明影本」及「兵役資料表單」。 

二、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的役男，短期出國(不得逾 4 個月)，請以『網路申請方式』申請出國，

請由此網址進入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 

三、兵役相關資訊網址：http://life.dsa.fju.edu.tw/army.html 

拾伍、校外賃居安全輔導： 

一、為提供本校為數眾多校外賃居同學之安全便捷需求，特與鄰近學校週邊之房東合作，並

於完成教育部 6+1 項安全評核後，納入本校「雲端租屋網」，歡迎同學踴躍參考運用，

網址：http://140.130.34.31/FJU/viewnews.html，QR Code 碼如下。另開設「輔仁大學賃

居服務」FB 粉絲專頁，提供本校師生同仁校外賃居相關資訊雙向服務事宜。 

 

 

 

 

 

 

 

二、賃居環境安全可以自己先初評：輔大師生在校外賃居眾多，賃居安全是不可忽視的課題，

為了讓賃居同學更明確了解租屋安全，特設計「賃居安全訪視初評表」GOOGLE 表單，

只要依初評表內容逐項檢視，即可立即將安全係數回饋至個人電子信箱，並可依個人意

願，由本校賃居訪視小組協助輔導賃居安全，並敦請房東依法改善。 

三、「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措施，諮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2054(野聲樓 YP107 室) 

雲端租屋網 FB 粉絲專頁 賃居安全訪視初評表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
http://life.dsa.fju.edu.tw/army.html
http://140.130.34.31/FJU/view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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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交通安全： 

一、交通安全教育：(溫馨提醒) 

(一)統計本校近年交通事故輸具以機車為最，達 100%，並有 1 件自撞 A1 事件，機車為

台灣現行最便利、較經濟、普及率最高，但也危險性較高之交通工具，提醒同學於騎

乘機車時，務必正確配戴合格之安全帽，恪遵交通規則，有效做好自我防禦駕駛。 

(二)依本校近年交通事故發生高峰以 4、11 月為最，以接近重要考試，學生易因疲憊、壓

力、趕時間及專注力不足等因素，易肇生交通事故；另統計本校近年交通事故發生地

點，則以校外為最，提醒同學切記專心駕駛，切忌疲勞、酒後駕駛。 

二、交通安全維護宣導： 

交通安全維護宣導：甄選優秀並具服務熱誠之同學，編組交通服務隊(夜間有夜間校園

安全巡邏服務隊)，規畫校外週邊各交通要道於重點時段(日夜間上、放學)實施交管，並

負責校內（外）交通安全維護工作。中正路 514 巷巷道狹窄，常有機、腳 踏車違規停

放佔用巷道，通行車輛眾多且車速過快，因其中段為本校機車停車場及側門，學生進出

頻繁，易生事故，除協調警察交通單位加強拖吊外，亦請各班代表提醒同學注意安全。 

 

拾柒、生活輔導組 Line@： 

為服務學生，本組成立「FJUSLD 生輔萬花筒」Line@，提供本

組各項業務辦理之訊息(如：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奬助學金，

共同助學金、各項助學金、急難救助、學生奬懲、學生公假、學

生團體保險、兵役、賃居、交通安全、電子看板…等)，請班代協

助轉知同學踴躍加入，以利掌握各項業務辦理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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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 

壹、輔大迎新季相關活動訊息 

本學年社團迎新博覽會以「社團迎新季」為主題包裝，進行維持一的系列活動，以靜態、

動態系列活動迎接新生，並舉辦系列活動，分別如下：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10/10/12(二)-110/10/14(四) 社團博覽會 風華再現廣場 

110/10/13(三) 迎新晚會 百鍊廳 

相關資訊可使用手機掃描下方 QRcode 連結活動 Facebook 粉絲專頁或至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查詢，歡迎老師協助宣傳並與同學共同參與☺ 

↓社團迎新季粉絲專頁        ↓課外活動指導組粉絲專頁 

  

 

 

 

 

 

貳、本組業務及輔導老師： 

姓名 分機及 e-mail 輔導之學生自治組織 輔導之社團 

高聖達 
2279 

＊076612 

文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教育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傳播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藝術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學術性社團 

陳彥儒 
3079 

＊088800 

法律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管理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藝術性社團 

蕭景星 
3085 

＊134176 
 體能性社團 

林淑君 
3004 

＊139562 

民生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織品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服務性社團 

陳姵瑾 
3095 

＊146582 

理工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外語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音樂性社團 

王思涵 
2275 

＊136952 
 休閒聯誼性社團 

藍萱 
3049 

＊152187 

學生會（含學生議會） 

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 

社會科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醫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王子函 
3890 

＊145503 

部代會 

進修部之系學會 
 

＊後請加上@mail.fju.edu.tw 就是本校的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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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 http://activity.fju.edu.tw/#&panel1-1 

Line @輔人世代  (ID:wnn4354d) 

 

 

 

參、109 學年社團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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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壹、服務內容： 

本組辦理職涯諮詢與講座、產業參訪與產業共融等活動，並舉辦職涯學習認證，以及提供

企業求才工讀(含校內工讀)與家教轉介服務，其相關規定、作業方式及訊息公告等，請上

本組網站查詢。 

本組官網 http://eao.dsa.fju.edu.tw 

 

本組 FB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fjuCGO/ 

 

Telegram 輔大職輔小幫手 https://t.me/fjucdpo 

 

LINE@職輔小幫手 https://line.me/R/ti/p/%40qid0664i 

 

生涯與就業協助系統（CVHS） http://www.cvhs.fju.edu.tw/ 

 

活動報名網址 http://activity.dsa.fju.edu.tw/ 

 

貳、服務地點：舒德樓四樓（SD405） 

參、就業力認證 

職輔組本著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各單位所舉辦之各項職涯學習活動，透過活動參與及體

驗，協助學生建構個人職涯學習歷程，進而拓展個人職涯發展藍圖，以及提升就業世界之

宏觀視野與競爭力；為見證學生所參予各種不同類型的職涯探索活動，讓學生找到方向、

培養就業力，職輔組特舉辦「就業力認證」活動。相關認證內容與方式請見表內，相關活

動介紹則請參照第肆、伍大項。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辦單位 認證條件 

產業學系列 

「職人夢想家講座」、「人資達人講座」、

「系所講座」 

※詳細活動資訊請參見活動報名系統

http://activity.dsa.fju.edu.tw/ 

職輔組、校
內各單位 

(院系所) 

參加「產業學系

列」活動（含職輔

組與各系合作之

產業學系列）共

計 2 場次(含)以

上。 

http://eao.dsa.fj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fjuCGO/
https://line.me/R/ti/p/%40qid0664i
http://www.cvhs.fju.edu.tw/cvhs2014
http://activity.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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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工作坊

系列 

★職場美學工作坊透過演練、實務分享提

昇同學專業外的軟實力，瞭解進入職場後
的溝通、社交、形象禮儀，強化其職場社
交力、表達力及適應能力。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透過課程教學搭配

實際操作，培育學生經營自媒體，社群行

銷、接案之全方面能力。 

職輔組 

參加「工作坊系

列」活動共計2場

次（含）以上。 

●累積參加職涯相關活動達到各課程之認證條件者，請於學期結束前攜帶就業力護照及學

生證至職輔組提出獎勵/證書申請。 

●為簡化認證流程，除可於職輔組辦公室內公用電腦開啟活動報名系統之個人「報名紀錄」

進行認證審核外，亦可先行上網列印報名紀錄頁面，加速完成資料審核，即頒發職涯學

習認證之證書或獎勵品。 

肆、自主學習-職涯增能課程 學分認證 

一、課程介紹：本自主學習課程以參與職輔組辦理之各系列職涯相關活動為學習主軸，透過

活動參與之筆記、心得、照片紀錄，進行自主學習，以增進職涯自主規劃能力、提升職

場就業能力、擴展工作世界產業視野。 

二、學習活動：每系列至少參與 6 場，3 系列至少參與 18 場 

(一)產業學講座系列：「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系所講座」等。 

(二)職涯工作坊系列：「職場美學」、「黃金就業力」等。 

(三)就業活動系列：「人資達人講座系列」、「企業說明會」、「就業講座」等。 

三、預估學習時間：課程規劃每場講座約 2 小時，18 場計 36 小時。 

四、本課程採「事前登記，事後認證」方式核給學分，需於「一年內」完成，取得學分之認

證要件如下： 

(一)每系列至少參與 6 場，3 系列至少參與 18 場。 

(二)職涯增能筆記：每系列參加 6 場，1 系列 2 場筆記，1 年至少 6 場次筆記。 

(三)職涯增能反思報告：每系列 1 篇 600 字以上反思報告，3 系列至少 3 篇心得。 

(四)職涯增能照片紀錄：每系列參加 6 場，1 系列 2 場照片紀錄，1 年至少 6 場次照片紀

錄。 

五、申請方式：每年 5 月 10 日、12 月 10 日前申請，詳見職輔組官網。 

伍、活動簡介 

本組為使學生更加瞭解個人選擇的職涯方向，以「探索導向的職涯學習與發展」為主題，

設計多元系列活動及學習管道，包含「CVHS 資訊系統」、「產業學講堂」、「產業參訪」與

「產學特派員招募」，並整合各項職涯相關學習活動，制定職涯學習認證辦法，協助學生

拓展職涯發展藍圖及建構個人參與職涯相關活動之歷程檔案。各系列活動皆是以學生為主

體，透過各行各業各領域業師與前輩的人生體驗與生命經驗，以不同形式的分享及體驗，

帶領學生學習如何點亮生命光彩與等待生命綻放與前進，更期望能協助學生深入瞭解職業

生涯與積極自主學習。職涯學習與發展是以多元學習為起點，探索導向為原則，協助學生

使用 CVHS（Career & Vocational Helping System）資訊平台進行個人職涯探索，藉由系統

資料庫增進對自我職業興趣與工作職場的探索與瞭解。 

據以上述基礎，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工作即針對就業探索期、前置期與準備期執行相關工

作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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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就業探索期： 

本組為有效協助學生進行職涯探索與規畫，於職輔組官網建置有職涯資訊平台

（http://eao.dsa.fju.edu.tw/Career_Platform）暨輔導管理機制，職涯資訊平台包括 UCAN、

CVHS 與華人生涯網（CCN）等職涯系統，以及團體施測、團體討論、職涯諮詢相關輔

導預約等功能。其中，CVHS 資訊平台分為「生涯探索」、「能耐發展」、「學職轉換」及

「生涯世界」四個模組，以提供輔大學生進行自我職涯規劃探索性評估，透過職涯資訊

暨輔導追蹤機制評估之分析結果，自我檢視及設定職涯發展目標，並針對目標需求之專

業職能進行自我加強，了解如何選擇學校課程與參與相關職涯活動。 

(一) CVHS 系統平台網址為：http://www.cvhs.fju.edu.tw/，目前系統已完成生涯探索模組、

能耐發展模組、學職轉換模組以及生涯世界模組之主機上線。 

(二)本學期續與大學入門合作，將 CVHS 系統導入大學入門授課單元，協助大一新鮮人

進行職涯空間探索，活動內容以生涯探索模組團體施測及討論，輔以簡介輔仁大學校

內相關資源，協助新生使用校內資源進行職涯藍圖規畫。 

(三)提供個人職涯諮詢服務，協助學生整理過去經驗，探索未來發展，並規劃職涯藍圖。

預約網址：https://reurl.cc/O0yG0R。 

二、學生就業前置期：整合全校多元化的資源，發展各式多元化學習管道，包括「產學講堂」

與「企業參訪」與「實習機會」，企業提供學生多元之學習機會。 

(一)「產業學講堂」系列包括「職人夢想家談趨勢系列」、「系所講座」等兩個系列。本學

期部分相關活動請見第陸大項，職輔組並隨時公告最新活動訊息。 

(二)每年訂定參訪月，針對各院專業系所對各產業之瞭解，結合各院系所，全校整合舉辦，

共同參與。本學期全校產業參訪訂於 10 月 20 日辦理。 

(三 )相關實習機會皆公告於「職輔組官網 / 實習與求職 /實習資訊」（網址：

https://reurl.cc/R0aVMe）。 

(四) CVHS「能耐發展」模組團體施測及團體討論活動，目的是提供大二以上之學生在確

定職涯發展路線後，認識自己的生涯信念，培養職業所需之能耐，並藉此來規劃修課

歷程，以增加求職競爭力及適應力。本學期無開放活動，僅提供有需求的老師個別預

約。 

(五)提供個人職涯諮詢服務，協助學生規劃課程及能耐培養歷程。 

預約網址：http://eao.dsa.fju.edu.tw/appointment.aspx。 

三、學生就業準備期：本校舉辦就業講座與工作坊。 

(一)企業共榮：包括「人資達人講座」、「就業講座」、「企業說明會」等系列，目的為啟發

同學的學習動機及職涯規劃意識，策勵其提前體驗職場，預為培養優越職能，拓展畢

業後的就業機會。其針對求職面對之問題提供相關講座，如，履歷製作、職場倫理等。 

(二)「職涯工作坊」目的為結合現今推動之產業政策，為學生搭起「認識自我」與「國際

觀」的橋樑，協助學生主動探索個人，並掌握就業巿場趨勢與產業動態。期能適才適

所。本學期共舉辦兩類工作坊：「黃金就業力工作坊」、「職場美學工作坊」。 

(三) CVHS「學職轉換」模組團體施測及團體討論活動，目的為提供大三以上即將面臨求

職的學生，瞭解企業人資偏好的求職行為，以及學生自身具備的能耐適合的求職路徑，

協助學生在學校與職場轉換上更為順利。本學期無開放活動，僅提供有需求的老師個

別預約，包含：CVHS 團體施測、團體討論（角色轉換、求職技巧、職場社會化、高

效習慣）。 

(四)提供個人職涯諮詢（自傳履歷、模擬面試、產業趨勢、線上履歷健診），協助學生客

製化自身履歷以符合企業方所需，並模擬面試現場，增加實戰經驗。 

預約網址：https://reurl.cc/O0yG0R。  

http://eao.dsa.fju.edu.tw/appoint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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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學期重大活動行事曆：【此為部分活動內容，職輔組會隨時公告最新活動訊息，煩請協

助轉知並鼓勵同學踴躍參加，謝謝!!!】 
月 日 星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主持人 承辦人 

10 13 三 1330-1530 新北市青年領航計畫大型講座 國際會議廳 學務長 吳雅婷 4142 

10 13 三 1330-1730 一對一職涯諮詢-履歷自傳 
舒德樓四樓職
輔組諮詢室 

  鄭浩元 4143 

10 14 四 1330-1530 社群行銷工作坊-LINE 官方帳號 LE3A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15 五 1330-1530 社群行銷工作坊-Instagram 經營 SL117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19 二 1330-1730 一對一職涯諮詢-履歷自傳 
舒德樓四樓職
輔組諮詢室 

  鄭浩元 4143 

10 27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 Vtuber 你知多
少?-臺灣 Vtuber 產業趨勢 

野聲樓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20 三 1200-1700 全校產業參訪 依各參訪單位 學務長 張佳珍 3002 

10 21 四 1330-1530 社群行銷工作坊-LINE 官方帳號 LE3A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22 五 1330-1530 社群行銷工作坊-Instagram 經營 SL117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27 三 1200-1400 導師知能研習:疫情後的數位行銷策略 文開樓 LE3A 鄭光育組長 鄭浩元 4143 

10 27 三 1330-1730 一對一職涯諮詢-履歷自傳 
舒德樓四樓職
輔組諮詢室 

  鄭浩元 4143 

10 28 四 1330-1530 社群行銷工作坊-LINE 官方帳號 LE3A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29 五 1330-1530 社群行銷工作坊-Instagram 經營 SL117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1 07 三 1330-1530 人資達人講座: 我的職涯我規劃」 濟時樓九樓 鄭光育組長 林銘雄 6007 

11 17 三 1200-1400 
導師知能研習: 進入職場前的準備-壓力
因應與社會化 

文開樓 LE3A 鄭光育組長 鄭浩元 4143 

11 24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Youtuber 經紀人
大揭密 

野聲樓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1 24 三 1330~1730 一對一職涯諮詢-履歷自傳 
舒德樓四樓職
輔組諮詢室 

  鄭浩元 4143 

11 25 四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國際商務社交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1 26 五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聲」入人心技巧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1 27 六 0900-1700 UXUI 設計思考工作坊 野聲樓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2 01 三 1330-1530 
人資達人講座: 成為職場新星的三大角
色修煉 

野聲樓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林銘雄 6007 

12 01 三 1330-1730 一對一職涯諮詢-履歷自傳 
舒德樓四樓職
輔組諮詢室 

  鄭浩元 4143 

12 02 四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遠距高效工作術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03 五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打造個人表達風格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08 三 1330-1530 
人資達人講座: 疫情衝擊下人才生存之
道 

野聲樓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林銘雄 6007 

12 09 四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自信品味穿搭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15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食尚玩家-部落客
的金點人生 

野聲樓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16 四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吸睛色彩搭配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22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  野聲樓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洪璿堯 4141 

  



36 
 

衛生保健組暨資源教室 

壹、學生健康檢查： 

一、新生健檢因 COVID-19 疫情嚴峻延後辦理，待疫情趨緩再公告健檢時程。同學請依公告

自行上系統預約、健檢。 

二、各班如有未如期完成入學健康檢查同學，可持本校「輔仁大學學生健康資料卡」至各醫

療院所完成健康檢查，並將完整報告書繳交至衛保組，以維護校園安全。 

三、若為它校轉入的學生，請將原學校健康檢查資料卡繳到衛生保健組即可。 

貳、傳染病防治： 

一、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加強防疫措施

戴口罩、保持手部清潔、不亂摸眼口鼻、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檢測體溫、出入實聯制、

定期消毒環境等，落實良好衛生習慣。疫情通報及諮詢服務專線：1922 

二、登革熱防治:如有頭痛、後眼窩痛、發燒、紅疹、骨頭關節肌肉痛症狀，速就醫通報不延

誤，積水容器應倒置刷晾乾淨或加蓋，避免蚊蠅孳生。 

參、菸害防制： 

一、校園除 4 處(文開樓側邊車庫後方、聖心教學旅館(輔進超商)旁、濟時樓走道旁涼亭、輔

園超商側門旁)戒菸輔導區(吸菸區)外全面禁菸。請協助提醒同學們勿於非吸菸區違規吸

菸，新北衛生局不定期派員入校稽查取締開罰，依菸害防制法得處二千元至一萬元以下

罰鍰。遇有違規吸菸得予勸阻或檢具相關事證（人.事.時.地.物-如姓名、身分字號、吸菸

影像）等資料交由衛生局辦理行政處分，或通報校安中心協處，戒菸專線 0800636363 

菸害糾舉 0800-531531。 

二、因應電子煙、加熱式菸品等新興菸品日漸興盛，學校持續加強相關菸害防制衛教宣導並

納入 111-112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辦理。 

肆、健康促進學校： 

一、勇者大冒險「校園定向尋寶」 

活動：走、跑完成冒險尋寶  

內容：以校園為活動區域，走 跑完成交付之冒險尋寶活動  

地點：無障礙戶外學習平台 （淨心堂、中央走道旁） 

時間：10 月 14(四) 12:00~14:00 

二、「有氧．輕肌力 健康愛運動」有氧韻律 

活動：有氧、肌力、愛健康  

內容：有氧、瑜珈  

地點：積健樓 2F 舞蹈教室 

時間:10 月 20 日(三)至 11 月 04 日(四)每週三、四 18:00~19:00 (19:30)時 

三、為使同學們暸解均衡飲食的重要性，並付諸行動，本學期辦理「我的餐盤 聰明吃營養

跟著來」預計於 110.10.18~110.11.30 舉辦，同學須依據我的餐盤六句口訣建議，挑選適

量的餐食，拍照，上傳，經審核通過，即可至衛保組領取精美獎品。 

我的餐盤六句口訣：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拳頭大  菜比水果多一點 

飯跟蔬菜一樣多  豆魚蛋肉一掌心  堅果種子一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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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餐廳衛生輔導： 

一、校內餐廳衛生評鑑工作由本組召集餐廳評鑑代表，於學期中不定期至餐廳輔導檢查，為

校園之飲食衛生把關，評鑑結果於期末公告週知。 

二、本校校內餐廳均於教育部食材登錄平臺登錄每日菜單及食材來源，同學可上教育部食材

登錄平臺網址：http://fatraceschool.moe.gov.tw/查詢。 

三、校內餐廳受到各方嚴格要求，衛生條件比校外高出很多，請多使用校內餐食，食品安全

較有保障。 

陸、健康講座活動： 

本學期規劃系列講座，邀請醫療保健專家蒞校演講，請鼓勵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提升

自我健康照顧能力。 

場
次 

輔導議題 演 講 題 目 主講 演講時間 
活動

ID 

1 營養教育 
健康營家—我的餐

盤 
耕莘醫院營養師 

2021.10.27(三) 

13:30—15:30 
29543 

2 傳染病防治 
追疾線索~結核病

的真相 

輔大附醫 

胸腔內科醫師 

2021.11.16(二) 

12:00-13:30  
29481 

3 兩性教育 大學「避」修課 專科醫師 
2021.12.01(三) 

13:30—15:30 
29550 

柒、急救教育訓練： 

推廣急救訓練-心肺復甦術訓練 CPR+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ED 教育訓練，加強學生

急救技能，本學年度辦理多場 CPR+AED 急救訓練課程，學術科評核通過考試可獲二年有

效合格證書，敬請班代表鼓勵學生於學校網頁-活動報名系統報名參加，110-1 學期規劃於

10/14(四)、10/20(三)晚上場、11/20(六)上下午場等 4 場次(每場次 45 人)，詳情請上學務處

衛保組網頁瀏覽。 

捌、器材外借服務： 

本校教職員工生憑服務證、學生證、身分證、汽機車駕照、健保卡等有效證件，於衛保組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8：30)提供免費借用柺杖、輪椅、保健箱、熱水袋等器材。 

玖、衛保組開放時間與聯絡方式： 

學期期間：週一至週五 08:00--18:30     寒暑假期間：依學校統一公告。 

電話：(02)2905-2995(緊急救護)、2905-3116、2905-6704、2905-6705 

地理位置：國璽樓 MD134 室  E-mail：health@mail.fju.edu.tw 

拾、資源教室 

一、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學習配套方案：供授課教師及特殊教育學生本人有需求者，可隨時與

本室聯絡提出申請。 

(一)課業輔導授課鐘點費：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免因其障礙而導致課業學習困難。 

(二)提供個別輔導協助同學助學金：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可就其校園生活所需之各項協助，

尋求同儕協助，並舉辦座談交流協助心得與意見。 

二、每年辦理「特殊教育體驗週」，推動校園友善氛圍，並架設資源教室網站及特教週粉絲

頁，透過宣導及網路宣傳…等各項管道，推展認識與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正確觀念。 <

特殊教育體驗週粉絲專頁> 

http://youtu.be/70aUjK49iSA
http://youtu.be/70aUjK49iSA
http://youtu.be/70aUjK49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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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共同助學生與工讀生人力資源，成立資源教室服務團，招募志工同學，安排志工服

務及課程訓練，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課堂即時聽打」及「教材電子轉換」…等服務，

本校因聽障學生數目眾多，在課程學習上多需聽打員之協助，本室隨時歡迎各位學生投

入聽打員之訓練，未來可成為一技之長，更可賺取相關工讀費用，有興趣者可與本室聯

絡。 

四、特殊教育推廣活動：供本校師生均可參加，可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或與本室聯絡。 

活動主題 目的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特殊教育電影欣賞(一) 
宣導並使全校師生了解

特殊教育 

110.09.29 

12:00-15:30 
國璽樓教室 

資源教室迎新暨助人者

知能活動 

促進特教生及協助員情

感連結 

110.10.23 

09:00~17:00 
校外 

特殊教育電影欣賞(二) 
宣導並使全校師生了解

特殊教育 

110.11.17 

12:00-15:30 
國璽樓教室 

校園性別平等友善講座 
宣導並使學生更瞭解性

別平等 

110.11.24 

12:00-15:00 
國璽樓教室 

特殊教育電影欣賞(三) 
宣導並使全校師生了解

特殊教育 

110.12.08 

12:30~15:30 
國璽樓教室 

五、資源教室開放時間與聯絡方式： 

學期期間：週一至週五 08:00--21:00     寒暑假期間：於放假前另行公布。 

電話：(02)2905-3115、2905-3118、2905-3148、2905-3165、2905-3196 

E-mail：fjursr@mail.fju.edu.tw         地理位置：國璽樓 MD130 室 

  

mailto:fjursr@mails.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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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與陸生服務組 
壹、僑陸生輔導： 

一、因應教育部於 8 月 24 日起開放非持有效居留證境外學生入境申請作業，本校約有 149

位陸生舊生、45 位陸生新生、162 位僑生(港澳生)新生及 40 位復學生，共 396 位學生

預計申請入境。另已持有效期內居留證之僑生舊生本可自由安排入境，預計有 81 人。

學生將於入境後於防疫旅館進行 14 天居家檢疫及 7 天自主管理後，返回校園。 

二、110 學年度專案境外生入臺規劃，配合入台簽證及防疫旅館的日期，陸續訂於 9 月底至

10 月初，全部完成檢疫 22 天後進入校園約已 10 月底，進行檢疫之學生名單會轉知導

師及系上，協助共同關心同學，並請轉知任課老師，因已開學，對於上述名單的學生能

給予通融與協助。 

三、活動輔導：輔導僑生聯誼會（下設港澳同學會、馬來西亞同學會）及陸生聯誼會，辦理

迎新、各項年節及課外聯誼活動。 

四、僑生課業輔導：輔導科目計有國文、歷史、英文、數學（含微積分）、物理、化學、生

物、會計等基本等學科。 

五、僑陸生獎助學金：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僑委會學行優良獎學金、華僑協會僑生獎學

金、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僑生獎學金、華僑捐贈僑生獎學金及輔仁大學優秀陸生獎學金等

六項獎學金；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僑委會清寒僑生學習扶助金等二項助學金。 

六、僑陸生新生輔導講習：將視學生入台狀況，改以線上會議方式舉行，內容有僑陸生行政

及輔導資源介紹、安全講習等，希望透過各處室簡介與授課內容，幫助新僑生融入在地

生活，及早適應校園、安心向學。 

貳、請班代們協助事項： 

一、關懷：請優先和僑陸生接觸，多了解他們在語言、經濟、課業及與其他同學相處的狀況，

同學的關懷與接納，將有利協助他們更快速適應校園生活。 

二、工讀：多提醒在校外打工僑生注意安全，打工前須先向勞動部備齊相關文件資料並上網

申請工作證(相關申請訊息，可至僑陸組網頁查詢)，以防因非法打工而遭遣送出境；陸

生不可於校內外打工，除了「服務學習」與「課程實習」外，無論有酬或無酬，舉凡有

勞務提供皆不宜從事。 

三、學業：請提醒大四僑陸生，先申請一份學年成績單，核算已修畢學分數，以免因未達畢

業學分而延遲畢業。 

四、居留：請提醒持居留證之僑生（含港澳生），內政部移民署將嚴格執行，若於到期前未

申辦延期者，除罰款外，超過 30 天未補辦者，將被強制出境，再行申請入境。 

五、安全宣導：台灣詐騙猖獗，提醒僑陸生同學對於來路不明的電話要求操作提款機或將存

款提領至指定帳戶，皆屬詐騙手法，如有疑問可打 165 專線詢問。 

六、系上僑陸生如有經常不上課、學習能力不好、情緒不穩或有任何情況，敬請協助通知僑

陸組，電話 29052291（薛淑文組長）、29053125（黃惠芳小姐）、29052952（羅佳宜小

姐）、 29053169 （吳東燕小姐）、 29052661 （張文綺小姐）；僑陸組 Email ：

overseas@mail.fju.edu.tw。 

七、請僑陸生留意僑陸生相關消息，本組網址 http://overseas.fju.edu.tw/。 

 

 

  

mailto:overseas@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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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壹、課程資訊 

一、開學第 1、2 週(9 月 20 日至 10 月 3 日)全校課程均以線上授課為原則，後續以 2 週    

為一個期程，視疫情發展與主管機關指引公告調整。 

二、線上授課期間，請同學留意課程大綱說明及 TronClass 授課教師公告。 

三、全人課程(體育)選填、網路初選、網路加退選等各選課階段時程，可參考教務處網頁    

110-1 學期選課時程表。 

網址：http://www.course.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4 

四、越部選課、錯誤更正階段仍維持人工申請方式辦理，並得委託辦理。如疫情警戒提升，

需調整作業方式再行體育室官網公告。 

五、110 學年度新開設四門大二體育(興趣選項)課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選課。課程資訊    

如下：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DATP200390A 爵士舞 

DATP222698A 現代舞 

DATP234362A TRX 懸吊訓練 

DATP234363A 
基礎壺鈴訓練 

DATP234363B 
 

六、實體體育課程、游泳課程遵照教育部來文指引原則。 

上課時需保持社交距離、全程佩戴口罩，設備器材共用並輪替前先進行清潔消毒。 

運動場館容留人數以最適承載量 50%為限並落實實聯制、加強環境及器材之消毒清    

潔工作。 

游泳課程：進場前實聯制、量測體溫、維持社交距離、控管入場人數。並除游泳    時，

應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空氣流通、密切監測水質餘氯量，加強環境及器材之消毒清潔工

作。 

七、有關體育課程學分規定、修課方式、修課須知、選課須知、特別注意事項，可參考體育

室網頁說明。 

網址：http://peo.dsa.fju.edu.tw/teachingServices.jsp?labelID=8 

貳、場地訊息 

一、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室運動場館登記時間自即日起至 110 年 09 月 30 日止，並於

110 年 10 月 06 日(三)中午 12:10 在積健樓 314 教室舉行場地協調會；若當天未到場參

加抽籤者，視同放棄使用場地之權利。  

二、場地登記地點：體育室辦公室（舊醫學院大樓 DG117 室)或使用電子郵件傳送登記表至

045548@mail.fju.edu.tw 信箱。 

參、聯絡我們 

一、體育室網站網址：【http://peo.dsa.fju.edu.tw/】 

二、辦公位置：倬章樓（舊醫學大樓）一樓 DG117 室。 

三、洽詢分機：2920、2916、2234、2235。  

http://peo.dsa.fju.edu.tw/teachingServices.jsp?labelID=8
http://peo.dsa.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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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壹、軍訓教學： 

一、大一全民國防教育(軍訓)必修課程為學年課，每週上課 2 小時，隔週上課，不計學分。 

二、大二以上全民國防教育(軍訓)選修課程開設為學期課，每週上課 2 小時，自 99 學年度

入學生起，全民國防教育(軍訓)選修不列計畢業學分，大一不得修讀選修課程。 

三、學生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訓)相關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或軍事訓練期間之上限，依兵

役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四、依本校學生免修科目規則，符合條件【1、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2、外籍生。3、港

澳僑生(未在臺設戶籍)。4、後備役軍人。5、奉准進修現役軍職。6、屆滿 36 歲以上。】

同學，應於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兩週內至軍訓室完成免修申請，請填妥申請表(軍訓室網

頁提供下載)附上佐證資料辦理。 

貳、國軍人才招募： 

111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甄選： 

錄取後繼續於原學校完成學業，期間由國防部補助學雜費、書籍費及生活費，未來畢業後

以少尉軍官身分任官，替國家服務五年並可續簽留營。 
一、開放體檢日期： 

第一梯次：簡章公告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9 日。 

第二梯次：111 年 2 月 21 日至 111 年 4 月 1 日。 
二、開放報名時間：  

第一梯次：110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2 日。 

第二梯次：111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15 日。 
三、報名對象：年滿 18 歲至 26 歲 (計算至當梯次錄取報到日止)，本校一、二年級學系之

學生，培訓期間學雜費依學校註冊繳費證明由國防部全額補助，另每學期再補助書籍文

具費 5,000 元及每月生活費 1 萬 2 仟元。結訓後以少尉軍官任用（薪資約 4 萬 8,990 元），

服役最低年限 5 年。 

四、有關考選資料請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本校軍訓室網頁查閱簡章或來電軍訓室詢問（李

彥瑩 電話 2905-2216）。 

參、校園安全事項宣導： 

一、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安事件總件數達 547 件，較上學期增加 82 件，除難以歸因之其

他類事件外，以拒菸輔導 172 件居冠，自我傷害 70 件次之，騷擾 60 件再次之。此外，

詐騙案件雖為 5 件，遭詐騙方式仍類似，應再加強宣導。 

輔仁大學 10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月份 車禍 
疾病 
送醫 

自我 
傷害 

遺失 
(失竊) 

騷擾 詐騙 
情緒
困擾 

拒菸 
輔導 

擾鄰 
喧鬧 

網路 
租賃 
糾紛 

其他 小計 

109-1 
統  計 

27 47 56 61 69 3 3 124 2 2 71 465 

110 /2 月 4 7 5 3 10 0 3 12 0 0 12 56 
3 月 10 9 32 12 14 2 12 60 0 0 16 167 

4 月 18 12 19 9 18 1 3 60 1 0 12 153 

5 月 7 13 6 4 14 2 12 30 0 0 15 103 

6 月 4 8 7 1 1 0 2 4 0 0 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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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3 1 4 3 0 3 6 2 0 13 36 
109-2 
小  計 

44 52 70 33 60 5 35 172 3 0 73 547 

比 較 +17 +5 +14 -28 -9 +2 +32 +48 +1 -2 +2 +82 

二、針對上學期校園安全事件中，各類安全事件檢討與分析肇因，提醒相關與叮嚀事項如下： 

(一)自我傷害防範： 

109 學年第 2 學期發生同學自我傷害案件 70 件（包含諮商過程中自我坦承之個案），

主要為情緒障礙及感情因素所致；另近期適逢季節逐步交替，易誘發情緒障礙同學更

為負面的思想與行為，自我傷害原因多係感情、課業、與同儕人際關係等因素，當情

緒、壓力無法適時調適抒發，往往容易肇生憾事，分析時間、地點，多為非上課時間

於校外肇生，若僅賴學校行政體系是無法全面防範類似事件發生，故協請師生應發揮

自動、互助的精神，共同防範。 

(二)騷擾事件防範 

1.儘量避免行經幽暗、偏僻處所及人員稀少道路。 

2.見有可疑陌生人徘徊，應提高警覺，儘速離去。 

3.減少夜出、夜歸，若必要，儘量結伴同行。 

4.陌生人來訪，應先查明來訪者身份，不要急於開門，夜間應緊鎖房門。 

5.搭乘電梯時，避免單獨搭乘，並時時提高警覺。 

6.了解正確兩性平權及應對交往觀念，避免因衝動或無知肇生憾事。 

7.發現可疑人物逗留校園，應立即通報警衛室（29052119）或軍訓室（0905298885、

29052885）處理；校外可立即報警處理（110）。 

8.如遇突發狀況，為維護安全之考量，應就近向派出所、便利商店、學校各行政單位等

尋求立即之協助（無需執著於非警政單位不可）。 

(三)失竊（含遺失） 

依統計數字顯示，同學財物遺失處所校內、外比例各佔其半，校內失竊及遺失地點

以教室、圖書館及運動場等地頻率最高，檢討分析原因，係同學上課跑堂、活動、

中午於教室休息時，短暫離開座位，將物品放置無人看管，讓不法人士有機可乘，

或離開時忘記拿走。 

1.物品保管 

(1)因大學為開放式校園，不僅止於本校教職員進出，故個人貴重財物應隨時隨身攜帶

或託人看管(尤其短暫離開前往洗手間時容易疏忽)，並應注意週遭可疑之人、事、

物，適時向校安中心或警衛室反應。 

(2)證件、現金應分開保管，金融卡密碼切勿設定為自己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碼等。 

(3)大學普遍無固定班級教室，請同學下課後務必記得帶走個人書籍、物品等。 

(4)如有拾獲物品或因個人疏失遺失物品時，應立即向學務處生輔組失物招領中心（野

聲樓一樓）辦理登記，非上班時間可送校安中心登記。 

2.機車防竊 

(1)機車一定記得上龍頭鎖及外加大鎖，並注意鑰匙記得拔起帶走，尤其在開啟座墊行

李箱後可別忘了拔鑰匙。 

(2)不定時變換停放機車位置，以免被鎖定為竊取對象，住宿同學機車停放位置尤宜變

換移動。 

(3)自行車宜加裝鎖鍊，並建議可攜帶保證書或購買證明文件前往轄區警政單位申請

自行車加設防竊辨識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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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安全（機車車禍） 

109-2 學期車禍計有 44 件，分析肇因為疏於掌握路況而發生車禍。 

1.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不交談、不當低頭族、不搶快、遵守交通規範、依序行車、避

免與大車（尤其是重型載重車）併行，注意道路狀況及其他駕駛人之行車示警、保持

行車車間距。 

 2.發生車禍時應確保自身安全避免再次受害，打 110 或 119 電話報案、送醫；報案乃

在釐清責任歸屬及保障權益。 

 3.保持現場待警察處理，並應記下對方車種、車號、駕駛者之姓名、電話，通知家人

或聯絡學校請求即時處理。 

 4.若對方肇事逃逸應即記下對方車號、車型、顏色及駕駛人等特徵，以為舉證用。 

(五)詐騙（要求代接手機簡訊、代購遊戲點數、綁架、車禍） 

歹徒詐騙招術推陳出新，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同學接獲詐騙電話回報 5 件，被詐騙

金額為數百至數萬元不等，顯見同學警覺性已有提升，面對不斷更新之詐騙招術，

仍應進行查證、確認。 

1.接獲可疑電話或簡訊，請保持鎮定，切勿輕信內容。 

2.妥慎保管個人網路帳號密碼及班級通訊錄，以免帳號被盜用，害親友陷入詐騙圈套。

另將學校緊急連絡方式及同學電話告知家人備用。 

3.上網購物、訂票後，因部分網站防護措施不足，遭駭客入侵竊取個資與交易資料，再

竄改來電號碼，冒充客服及銀行人員謊稱該筆交易被誤設為連續多次扣款，要求操作

ATM「解除分期付款設定」，藉機詐財得逞，但其實 ATM 只能「提款」跟「匯款」，

不具有解除設定、身分驗證等功能。 

4.同學參加各項活動應將相關活動行程及負責（聯絡）人聯絡電話告知家長。 

5.提高自己的警覺心，不亂點廣告及不明連結。 

6.取消手機小額付款功能（向門號所屬電信公司申請）。 

7.常更新密碼，且密碼強度要夠強 

8.免付費電話只能撥入，不能撥出，所以只要來電顯示為 0800、165 或 110 的號碼，就

一定是詐騙集團！ 

9.如遇類似情事，請即電本校校安中心協助查證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 

(六)活動安全與回報 

1.無論是在校內或校外活動時，因先行完成風險評估與管控，首要任務是以自身安全為

第一優先，凡事量力而為，三思而後行，切勿因個人一時的疏忽造成不可預知後果。 

2.社團活動為大學生必修的三大學分之一，無論是社團或系學會、班級活動，均有專業

老師隨隊指導，參加活動時更應掌握天候氣象與場域狀況，並與家長、學校保持通暢

聯繫，以利於需要時提供協處，降低危安因素及後遺；任何活動結束均應向家長(學

生個人)、學校(活動承辦人)回報。 

(七)網路霸凌 

現今網路使用頻繁，同學在群組聊天中或覺得好玩的心態下，常常會有網路霸凌的

行為而不自知，列舉常見網路霸凌模式，請提醒同學，避免誤觸法網。 

1.重複並且不斷地對其他網友使用言語暴力。 

2.重複並且不斷地對特定網友或網路群體進行杯葛。 

3.模仿特定網友外表及行為特徵，並且加以羞辱。 

4.把受害人之個人資料（如真實姓名，容貌等）公開，俗稱「起底」、「爆料」，但是有

時受害者也會公布加害者之個人資料藉以自我保護，由於牽涉言論自由，犯罪加害者

的個人隱私保護問題一直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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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受害人容貌移花接木至他人相片，或在相片旁加上誹謗性文字，俗稱「P 圖」。 

6.重複並且不斷地在論壇中以言語用發帖甚至以洗版等方式公開侮辱受害人。 

7.重複並且不斷地傷害跟受害人有關的人士與朋友藉以孤立受害者，稱關係霸凌。 

8.使用不同帳戶及身分攻擊同一名受害人，致受害人誤以為很多人討厭及攻擊他。 

(八)藥物濫用 

根據警政機關統計，國內毒品氾濫問題日益嚴重，加上販毒集團為了龐大的利益，

有計畫地運用新穎樣貌、免費試用等各式手段，加上社會風氣、流行文化等過度渲

染而滲入校園，部分同學受到好奇心與同儕引誘，為尋求刺激、慰藉進而施用毒

品，面對毒品誘惑，讓我們一起提高警覺，各位同學亦應瞭解下列事項： 

1.新興毒品及型態花招百出(如糖果、果凍、梅子粉及飲料等)，亦使戒心降低。 

2.部分毒品亦同為醫療管制藥品，其使用係需經專業醫事人員評估、施用，切勿聽信不

實言論，需知是類管制藥品濫用仍會對身體健康造成負面影響，且有法律責任，嚴重

還可能導致死亡！ 

3.一個人的行為會受到他人的影響，但施用毒品的後果只有自己能承擔，切記！審慎評

估、警慎作為，自己的未來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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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服務中心 
壹、本中心位於宜聖學苑二樓 02005 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每日：08:10 至 12:00 時，13:00 至 16:30 時 

貳、業務內容：宿舍床位申請候補作業與行政相關事宜，宿舍幹部培訓及宿舍學生關懷。 

參、宿舍服務中心電話： 

中心主任吳春光老師：29055677 

綜合行政組組長周立中：29055268  組員陳靜如：29055270  組員康瀞文：29055269 

培訓關懷組組長鄭佩玉：29055271  組員李子錤：29055272 

肆、宿舍服務中心網址：WWW.dsc.fju.edu.tw 

由學校首頁—使命單位--宿舍服務中心進入 

伍、同學須申請住宿者請注意網站公告訊息，或來電宿舍服務中心洽詢。 

陸、宿舍採全面電子刷卡ㄧ人一卡進出，住宿同學需遵守宿舍管理生活公約，以免影響個人

住宿權益；另為維護個人安全及宿舍安寧請不要太晚返回宿舍。 

柒、因應新冠狀病毒疫情尚未解除，為使住宿同學安心，各宿舍住民進出宿舍時全程佩帶口罩、

實施體溫量測，櫃台擺放酒精清潔手部，非該棟住民不得進入宿舍，並加強宿舍住民衛教

宣導，注意自身健康狀況；宿舍公共空間早晚各清潔ㄧ次。 

捌、本學期宿舍服務中心為使宿舍相關資訊及住宿安全宣導更到位，建置”FJCU 宿服     幸

福家園”line@ 群組；歡迎所有住宿同學主動加入 line 好友，不漏接宿舍所有訊息。 

 

 

http://www.dsc.fj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