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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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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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年 11 月 14 日中午舉辦聖職單位人物懇談，專訪文學院哲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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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主日福音讀經班每週一 12:1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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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光信仰生活分享團體每週四中午 12:00~13:30 於文開樓 1 樓 LE101 室。 

八、舉辦文教傳藝四院學生聖誕節聯合點燈佈置比賽。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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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玲老師 (校內分機: 2453，辦公室: 聖言樓 SF134 室)。 外語宗教輔導室：

吳蕙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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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承辦業務  

一、共融與成長： 

(一)理外民織品四院新進教師傳習會。 

(二)理工學院大一導師共融聚會。 

(三)理外民織品四院院長共融聚餐。 

(四)理外民織品秘書職工共融與身心靈成長。(主管秘書共融營)。 

(五)理外民織品聖誕共融餐會(12 月)。復活節共融。 

(六)「教師交談主題式小組聚談」，每月固定聚談一次。 

(七)理工教職歡唱家族聚會。 (目前沒有學生參加) 

(八)理外民織品四院天主教高中畢業生共融迎新。 

(九)理外民織品四院教友學生共融及新生迎新會。 

(十)民生學院教職同仁 DIY 工作坊。 

二、使命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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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外民織品四院「大學入門－使命特色單元」授課。 

(二)學生培育： 

1.理外民織品學會幹部培育、青年小組培育學習成長工作坊。 

2.理工學院「揚生青年小組」，每週一次。(年度招生活動、自我挑戰極訓營、寒假學

習營、安親班科學實驗活動、暑假武界服務學習)  

3.理外民織品四院「聖言志工」培訓，每周一次。(招生活動社課與幹部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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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工「英文讀經」、「基督徒生活入門」慕道前期分享班。 

(四)理工學院「聖經與科學」講座。 

(五)外語學院「聖經與文學」院選修課。 

(六)外語學院「下課時間」讚美讀經小組、西班牙文讀經小組、法文分享小組。 

(七)外語學院「共融與釋放」生活分享小組，每週一次。 

(八)民生織品學院「活水慕道班」、「啟發課程」，每週一次。 

(九)民生織品學院「啟發心靈探索營」。 

(十)聖言會單位四學院學會幹部使命傳承營。 

(十一)聖言會單位四學院主管使命傳承營。 

(十二)「輔大精神生活」分享班。(中文、義大利文、法文和英文研習班) 

三、陪伴與關懷： 

(一)理外民織品「教職工身心靈關懷計畫」。(專案教師傳習會、辦理講座、秘書期末共

融) 

(二)理外民織品「學生心靈關懷計畫」(心靈諮詢陪伴、休退學面談)，偕同導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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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服務： 

以「服務與學習」的理念規劃方案，培養學生以專業能力關注社會正義議題。 

(一)理工「寒暑假中小學生服務隊」。 

(二)聖言志工服務體驗：新莊更新育幼院及樹林天主堂課後輔導、校慶擺攤（結合社服

團體義賣）、聖誕送溫情餐會、國際生交流茶會、環保志工服務隊、非洲海外志工

服務。 

(三)外語學院「共融與釋放」團體愛德服務體驗：泰山安老院，每週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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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慶典禮儀： 

配合宗教節慶，發揮宗教情操與關懷。 

(一)理工學院歡唱家族參與聖誕表演：108 年 12 月。 

(二)外語學院六系聯合報佳音：108 年 12 月。 

(三)外語學院聖誕市集活動：108 年 12 月。 

(四)信仰與生活海報、文宣製作，定期更換。 

(五)介紹天主教禮儀年。 

(六)祈福禮(108/11/22 民生學院產學創新中心啟用及一粒麥醫院門市開幕)。 

(七)輔幼校慶及畢業典禮祈福禮。 

(八)四旬期愛德運動及復活節三日慶典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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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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如： 
一、參與所屬各學院院務會議、導師會議及系所主任、新進老師遴選等有關會議，並積極

提供建議或有關使命精神之說明。 
二、籌組成立法、管、社科、醫學院學生發展委員會，輔導、培育各自主性學生組織，建

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團體」。 

耶穌會使命室服務團隊： 

單位 姓 名 電 話 辦公室地點 

單位代表 嚴任吉神父 2905-2789 羅耀拉大樓 SL108 

使命室主任 

醫學院宗輔 
王文芳小姐 

2905-2955 

2905-3409 

羅耀拉大樓 SL109 

國璽樓 MD147 

綜合業務 薛丹妮女士 2905-2728 羅耀拉大樓 SL110 

學生事務 鄭寶彩女士 2905-2949 樹德樓 LW110 

法管社科宗輔 陳宗舜神父 2905-2616 樹德樓 LW111 

貳、直接服務學生的項目及相關人員資料 

一、個別的晤談（陳宗舜神父、薛丹妮、王文芳、鄭寶彩） 

目標：關懷、傾聽、陪伴 

對象：有需求的學生 

二、急難關懷（社會科學院、醫學院：王文芳，法律學院、管理學院：薛丹妮 

目標：尋求實質幫助 

對象：關懷教職工生，特別是休/復學生、高關懷、弱勢生及共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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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團體（陳宗舜神父、王文芳） 

目標：認識基督與我的大學生活有什麼關係。 

對象：對天主教信仰有興趣的同學 

方式：每週聚會一至二次 

四、自主學習團體（鄭寶彩、王文芳） 

目標：培育具服務-領導之人才 

對象：各系學會卸任幹部 

方式： 

(一)團體定期會議。 

(二)辦理學會幹部培訓營（寒、暑假）。 

(三)系學會、自主學習團體陪伴與輔導等。 

(四)醫學院行政主管與僑生、陸生座談會、慕道班籌備及執行。 

叁、禮儀活動：聖誕節、復活節、婚配聖事、追思彌撒或追思禮，醫學院各系加袍禮、加冠

禮、配章禮、大體老師迎接禮、大體老師慰靈公祭…，舉辦教職工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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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宗教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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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灰禮、聖週禮儀、復活節彌撒、期末彌撒、畢業祝福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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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精神帶領社團（醒新社：如

勵德隊、愛愛隊、愛盲隊、樂生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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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全人教育中心、資訊中心、圖書館），推動

日間部行政單位教友教職員落實福傳工作。 

六、負責規劃大學入門使命特色及人生哲學體驗課程，由各院宗輔老師或任課老師授課，

每學年上下學期安排一次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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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 
078089@mail.fju.edu.tw 

安瓊伊 宗教輔導中心 3005 jampiloquio@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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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芬滿 宗教輔導中心 3080 049982@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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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108 學年度重要活動介紹  

108.9.6 新生祈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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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18 開學祈福彌撒 

為新學年的輔大學生學業、生活祈禱。 

108.12.02-12.25 聖誕系列活動 

配合年度活動主題舉辦相關活動，包括： 

12/2 聖誕點燈活動、12/8 校慶彌撒、聖誕音樂會、12/23 報佳音、

12/24 子夜彌撒、12/25 天明彌撒等。 

 

mailto:046040@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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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19-3.25 生命教育週系列活動 

祭天敬祖、專題演講、為已故親人祈禱活動等。 

10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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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2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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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10 期末感恩彌撒 

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彌撒，為輔大一年的發展，向天主獻上

我們的感恩。 

1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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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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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瑞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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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114 

貳、服務目標與內容： 

一、學生身心靈整合與陪伴 

(一)目標： 

透過下列活動，幫助學生找到生命價值，活出生命意義，期與生命之源相遇。 

(二)內容： 

1.大型活動及禮儀：新生祈福禮、部週會、聖誕點燈、畢業生祝福禮。 

2.大學入門－輔仁大學使命特色單元介紹。 

3.團體培育： 

(1)菁英學生培訓，透過營隊及工作坊，全人培育，自我成長及服務他人。 

(2)領袖探索營：於暑期以三天兩夜營隊，培訓學生領導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3)學生成長團體輔導：大專同學會輔夜分會、輔進學生英文生活分享團體，中文閱

讀分享團體，在團體中彼此聆聽、分享、支持、成長。 

4.國內外服務學習：菁英學生、印度服務學習與文化交流團隊，利用學期中週休二日

及寒假到海內外服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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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幸福讀經班、與神對話讀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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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大專同學會輔進分會。 

目標：團體支持、聆聽、分享、服務、學習。 

時間：每週二傍晚 17:30-18:30。 

地點：ES111 室。 

(二)心靈果園 

▲英文閱讀班 

主題：英文閱讀口說，讓英文日積月累的進步。選讀書籍 Hope For The Flower。 

時間：每週二傍晚 17:30-18:30。 

地點：ES1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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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閱讀班 

主題：閱讀是獲取知識的最大利器。選讀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21 世紀的 21 堂課。 

時間：每週五傍晚 17:30-18:30。 

地點：ES111 室。 

(三)輔進菁英學生培訓計劃 

為渴望成長的你/妳，建立跨系培育的園地，使心靈的愛成為果實。 

營隊 Team：團隊組織與發展體驗營。工作坊 Workshop：自我照顧、領導精神探討

與學習、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社會關懷與助人技巧。服務實習 Service：音樂素養

培育、聖誕報佳音演出、手把手的愛、關愛之家服務學習、部週會成果發表。結訓

證書 Certificate：授予結訓證書、課程證書。 

推薦表請 Email 向使命宗輔室 002640@mail.fju.edu.tw 索取，10 月 9 日截止收件。 

(四)印度服務學習與文化交流 

目標：深耕愛與勇氣的特質，體驗印度文化內涵，拓展胸襟視野與友好關係。 

2020 團隊夥伴招募說明會：10 月 8 日(二)17:30~18:30，ES101 室。 

出發前往印度：2020/1/30(四)-2/16(日)，行程於說明會說明。 

(五)沒有距離的愛 

目標：答覆故鄉的呼喚，徒步，募款，鍛練勇氣與耐力，挑戰自我極限，協助沒有

人照顧的兒童。 

日期：春假期間，五天四夜。 

(六)學生生命探索 

目標：舉辦講座或活動幫助學生尋找自己生命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活動時間：週三晚上 20：30-22：00 或 17：30-18：30 

地點：ES101 或 ES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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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傍晚 17:00-18:30。 

地點：ES111 室。 

(二)遇見幸福讀經班 

時間：每週五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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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信仰與身心靈深耕活動 

目標：舉辦講座或活動幫助教職員探索自己生命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日期：每個月舉辨一次 

時間：於 16：30-18：00 

地點：視活動性質。 

三、重點活動 

(一)夏日午後覓皂香 

活動日期：2019 年 08 月 14 日(星期三)   

活動時間：13：30 –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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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進修部大樓 ES101 

參加對象：輔大教職員工 

 (二)歡迎進修部新進同仁暨歡慶中秋共融 

日期：108 年 9 月 11 日(三) 

時間：下午  4：30--6：20 

地點：進修部大樓  ES101 

參加對象：進修部教職員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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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6 日(一) 

時間：17:30-18:30 

地點：ES101 

2.單元介紹 

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一)至 10 月 26 日(六)止 

時間：18:40-22:00 (按各班大學入門上課時間)  

地點：淨心堂 二樓大聖堂 

(四)進修部週會 

日期：2019 年 10 月 16 日(三)   

時間：20:30-22:00 

地點：中美堂 

(五)聖誕節系列活動 

1.將臨期愛德活動宣導 

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23 日 

地點：進修部各教學大樓 

2.進修部聖誕點燈 

日期：2019 年 12 月 03 日(二) 

時間：18:00-18:40 

地點：進修部大樓前廣場 

3.聖誕報佳音 

日期：2019 年 12 月 16(二)~20 日(四)  

時間：17:30-18:30 

地點：進修部大樓、真善美聖廣場 

4.教職員聖誕節共融 

日期：2018 年 12 月 19 日(四)  

時間：17:30-19:00 

地點：淨心堂一樓大廳  

 

  



10 
 

教務處 
壹、學籍 

一、註冊 

(一)方式：無需到校註冊，依據註冊須知，就自己須辦理事項於規定時間內辦妥，經審

核無誤，即完成註冊手續。 

(二)補辦註冊：請至本校學生資訊入口網「學籍‧註冊」項下「學籍電子註冊系統」查

詢個人註冊狀況，未完成註冊者，須於開學日一個月內儘速至註冊相關單位辦理逾

期或未辦之程序，逾期仍未辦妥者，視同未註冊，依學則規定予以退

學處分。 

※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若有依規定應向學校繳納之學分費、實習

費或其他費用未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

不核發畢業證書。 

二、學生證：105 學年度全校換發新式「學生證校園悠遊卡」，108 學年度新生將交由系所

秘書轉發。 

(一)學生證校園卡掛失及申請補辦卡處理：（※掛失包含遺失、毀損、更改姓名、轉系）

掛失流程：學生上網連結「輔仁大學學生資訊入口網」-以 LDAP 帳號登入-點選「功

能」項-「學生證掛失補辦作業」-點選「掛失」-填寫相關資料後送出。 

1.補卡作業流程：「掛失」程序處理完須要申請補辦新卡，點選「補辦」填寫資料送

出後，逕至「教務資訊服務自動化投幣機」繳費申請補發或至出納組臨櫃繳費；持

「輔仁大學補發學生證校園卡申請單」及「繳費收據」交至註冊組續辦。申請單及

收據送交註冊組後，7 天(不含例假日)後可以領取新卡。 

2.即使卡片沒有儲值任何金額，遺失後也要先至「學生證掛失補辦作業」登錄掛失及

申請補辦程序，因掛失之後會將校內門禁(含圖書館)相關服務暫停，以免被有心人

士盜用。 

(二)學生證校園悠遊卡掛失後，系統會自動將掛失資料傳遞給悠遊卡公司，卡片儲值金

退款方式有兩種選擇： 

1.選擇「匯至銀行帳戶」：悠遊卡公司查核卡片可用金額餘額後，會直接匯入所填的

銀行帳戶中。（以上需先扣除相關規費） 

2.選擇「郵寄退費通知單」：悠遊卡公司將出具【悠遊卡處理結果通知單】，逕行寄交

學生，請學生自行持該通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至各捷運站旅客詢問處

辦理退費。（以上需先扣除相關規費） 

※「教務資訊服務自動化投幣機」位置：日間部野聲樓 2 樓走廊有 2

臺，進修部大樓 2 樓走廊有 1 臺。 

(三)持本證正面影本至教務處註冊組加蓋在學證明章，可替代在學證明書。 

三、轉系(學士班學生) 

(一)資格：學生修業滿 1 學年後，可依各系規定條件申請轉系，但以 1 次為限。 

(二)申請時間：轉系申請於每學年第 2 學期辦理，相關須知於申請前 1 個月公告，申請

時間及詳細規定請參閱學校行事曆及相關公告。 

四、休學 

(一)休學年限：一次得申請休學 1 學期或 1 學年，合計可休學 2 學年或 4 學期。在營服

義務役、懷孕、生產與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其休學

不計入休學期限。 

※期滿因重病經醫院證明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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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 4 學期為限。 

(二)延長休學：休學期滿，因故不能復學者，應於開學前檢具證明申請延長休學(延長休

學申請書可自教務處網站下載)。 

五、退(轉)學 

(一)自請退學：學生入學後，得因個人原因申請退學者。 

(二)勒令退學：學生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六、更改戶籍地址或通訊地址：每學期郵寄學期成績通知單，學士班郵寄戶籍地址(學士班

如欲郵寄至通訊地址，須有家長同意書)。欲更改郵寄地址，請至註冊組辦理。 

(一)更改戶籍地址：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至註冊組申請，依據國民身分證之戶籍地址

修正。 

(二)更改通訊地址：請攜帶校園卡至註冊組申請。 

貳、成績 

一、申請學分抵免作業 

(一)辦理時間：開學後 1 週內。 

(二)注意事項：抵免學分以入學當年度學期一次為限，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 

(三)相關法規：學生抵免科目規則。 

(四)學士班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等全人教育課程，不得申請抵免；但已獲得

學士以上學位再行入學之學生，在不變更學士班畢業學分數之原則下，得免修大學

入門，但自 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免修大學入門者，須另以修讀其他全人教育課

程補不足之學分。 

(五)碩士班修讀學士學位期間，修習碩士班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且該學分未列入原就

讀學系畢業學分數內，而持有證明者，始得申請抵免學分。研究生可抵免之學分總

數，以就讀學系(所)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為限。 

二、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 

(一)辦理時間：每年 4 月初公布申請修讀雙主修辦法於各系公告欄，申請時

間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二)注意事項：符合各雙主修學系規定資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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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申請雙主修。 

(三)相關法規：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學生修讀雙主修施行細則。 

三、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輔系 

(一)辦理時間：每年 4 月初公布申請修讀輔系辦法於各系公告欄，申請時間請參閱學校

行事曆。 

(二)注意事項：符合各輔系規定資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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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申請其他系為輔系。 

(三)相關法規：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學生修讀輔系施行細則。 

四、學生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一)辦理時間：每年 4 月中旬公布申請修讀學分學程辦法於各系公告欄，申請時間及詳

細規定請參閱教務處網頁相關公告申請時間及詳細規定請參閱教務處網頁相關公

告。 

(二)注意事項：學士班學生自第 2 學年起，碩、博士班學生自第 1 學年起，

得檢附相關資料，向各學程設置單位提出申請。 

(三)相關法規：學程設置辦法、學生修讀學分學程施行細則。 

 



12 
 

五、學業因素退學 

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令退學： 

(一)學士班： 

1.一般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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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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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碩士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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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生學位考試 2 次不及格者。 

3.研究生修業年限屆滿前 2 年仍未認定指導教授者。 

4.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畢業 

(一)合於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1.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各系(所)規定科目與學分。 

2.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3.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系(所)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學士班校畢業門檻～中文、英文及資訊三項學科學習能力 

106 學年度入學前(含)學士班日間學制學生須通過中文、英文及資訊三項學科學習

能力檢測或修課始能畢業，通過方式及標準、修課資訊及相關考試資訊及規定請

至「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網頁連結「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查詢。 

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須通過資訊學科學習能力，其通過方式與規定則依

照「輔仁大學學生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實施辦法」辦理。 

同學可至學生成績查詢系統項下「學科學習能力查詢系統」查詢個人三項學科學

習能力是否通過。 

※碩士班學生除符合上開 3 項規定外，尚須通過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

考試辦法」規定之各項考試(核)。 

(二)計算畢業學分注意事項：下列所修習科目之學分數，皆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1.學年課之科目，僅 1 學期及格。 

2.重複修習科目。 

※學士班學生自 99 學年度(含)入學新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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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選修之軍訓、體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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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全人教育課程之選課變革說明請詳閱學生選課須知及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網

站相關說明，以免影響畢業。 

※碩士班學生自行選修或學系規定必須補修之學士班科目學分。 

碩士班畢業成績計算方式：畢業生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 

七、為維護各項證書製作的正確性，請學生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中維護英文姓名。 

(一)英文姓名採中文姓名英文譯音，一律採用大寫並應與護照相同，範例：HUANG, 

BIN-YEN。 

(二)可參考外交部護照外文姓名拼音參考，網址：

https://www.boca.gov.tw/sp-natr-singleform-1.html。 

 

 

https://www.boca.gov.tw/sp-natr-singleform-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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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選課須知及期中、畢業、學期考試注意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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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修課與上課須從開學第一天起全程參與，並對任課老師負責，不得以尚未加選(完

成加選)作為缺課之理由，老師有權對缺課之同學作不准加退選或強制退選之決定。 

三、原則上當學期選課應於「網路加退選」選課階段即完成，如因不符開課單位檢核條件

規定，無法於系統直接加、退選課亦無法由開課單位即時上網加退者，另須依開課單

位公告之時間辦理人工加退選作業(需經開課單位及本學系蓋章同意)，惟至遲應於當

學期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前將欲辦理人工加退選之選課清單送達教務處，逾期不予受

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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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學期選課之確認不能單憑同學自己的記憶、TronClass 平台的選課紀錄或者老師的

點名紀錄等為依據，必須經由登入本校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

「選課清單」項下進行確認。 

(二)網頁會即時更新學生選課資料，如於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時間前已申辦人工簽核加退

選作業而還來不及被鍵入教務系統者，應於送件次日起上網查詢、確認；如對選課

結果有疑義時，務請立即洽系所辦公室及教務處課務組辦理。 

(三)當學期若發生選課爭議問題，均以選課清單為認證依據，選課清單上未列之科目，

雖有上課不予承認；已列科目未辦退選，成績以零分登記。（選課資料更正須於選

課錯誤更正截止日前透過教務處課務組載入教務資訊系統始有效，若僅由教師自行

於點名計分簿中「增列」或「刪除」學生資料，並無法達到學生選課紀錄更正之目

的。） 

(四)當學期選課清單之「課程標記」欄內如有註明衝堂、擋修等錯誤標記，務請立即洽

系所辦公室及教務處課務組辦理，如在選課錯誤更正期間仍未處理，則由課務組逕

行刪除該科選課資料；亦即，有錯誤標記之課程如未經辦理錯誤更正程序，即使到

課，仍視為「無效選課」（學生姓名本來有出現在老師的點名計分表中，雖然學生

本人並未辦理退選，卻因未處理選課有問題註記案，依規定由課務組逕行刪除該科

選課資料後，老師點名計分表中原有的學生姓名則會相應地取消）。 

五、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時間後，修習學分數未達最低標準者以勒令休學處理；已註冊未選

課同學則依學則規定以退學處理(學士班延修生最少仍需選讀 1 門課程，但修習教育學

程中之教育實習課程者、未達學系規定外語基本能力指標及校訂基本素養中文、英文、

資訊學科學習能力者，不在此限)。 

六、碩、博士班三年級以上學生如僅修讀論文者，仍需於選課期間完成「論文」乙科選課

作業，否則概依相關規定予以退學或勒休處分。 

七、已完成選課之科目並不會因未繳清學分費、實習費或其他費用(含學分學程、教育學

程、輔系單獨開班等)而註銷該科目選課紀錄，如不欲修習請於網路加退選期間(至遲

應在錯誤更正截止日前)辦理退選，以免影響當學期成績及次學期註冊或畢業離校；亦

不得以放棄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學分學程等資格為由，於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

後要求以人工申請方式退選相關課程。 

八、學生於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後，如因特殊情況，無法繼續修習課程者，得申請停修，

惟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且至遲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學期考試開始前一個月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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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停修申請並非無條件之棄修、棄選，須經任課教師、就讀學系所主管同意後始

得辦理。 

(二)108 年度第 1 學期受理停修課程申請截止時間(同學應自行酌量辦理時間，不接受學

生以找不到任課老師等任何理由逾時送件。受理停修申請單係以送達教務處為準，

逾時不予受理)： 

1.日間部學生：108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17：00 截止收件。 

2.進修部學生：108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21：30 截止收件。 

3.碩士班學生：108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17：00 截止收件。 

(三)停修後日間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總數不得少於 9 學分，進修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總

數不得少於 6 學分，惟延長修業年限之學士班學生，停修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目

(不包含「導師時間」)。碩士班停修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目(含論文)。 

(四)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之課程停修後，其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已繳交者不

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 

(五)學期修習科目不得有停修，列為「輔仁書卷獎」核發標準條件之一。 

九、學士班自 99 學年度（含）入學生起，同學超修全人教育課程之學分數不予承認為其

畢業所需之外系選修學分，請同學務必慎重選課；另外，軍訓、體育有分必修及選修

課程，選修課程定位為學生折抵役期需要或因興趣選項修讀，亦不得列入畢業學分。 

十、期中、學期考試： 

(一)本學期期中考試日期為 108.11.4.～9.(星期一～六)，學期考試日期為

109.1.4.～10.(星期六～一)。 

(二)同學考試時務必遵守本校「考試規則」。 

(三)同學若因病或其他事故，無法參加期中、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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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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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開學第二週起，同學可上教學互動平台，以匿名方式與教師

溝通互動。 

(二)教學評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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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簡稱 TA)相關權責事項如下： 

(一)108-1 繳交工作日誌表與獎勵金發放期程 

繳交工作日誌表 發放獎勵金

日期 

備註 

10.31.前繳交10月份工作日誌表至開課單位 10.31. 1.開課單位核保期間之實際從事學習活

動日，依每月核保金額按月覈實計發。 

2.本國籍 TA 每月實領金額=每月獎勵金-

納保自付額 

3.非本國籍 TA 每月實領金額=每月獎勵

金-納保自付-代扣所得稅 

11.30.前繳交 11月份工作日誌表至開課單位 11.30. 
12.31.前繳交12月份工作日誌表至開課單位 12.31. 

1.22.前繳交 1 月份工作日誌表至開課單位 1.31. 

(二)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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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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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HtrV9d 

http://140.136.251.64/assessment2/
file:///I:/教務處/1021203以後代理主任阿姨/班代表會議/10801/goo.gl/HtrV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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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訓活動： 

1.「教學助理制度說明會」在 10 月 9 日 12:00-13:40 於利瑪竇 LMB-01 舉辦，請第一

次擔任教學助理者務必出席，否則於學期結束經統計後，將無法獲取當學期教學助

理資格證書。 

2.教發中心及各學院於開學~11 月陸續舉辦教學助理專業培訓活動(每學期請 TA 至少

參加 1 場)，俟時程確定後公告於教學助理管理系統及教發中心網站。 

(四)期末評量填寫線上問卷期間 108 年 12 月 6 日至 109 年 1 月 31 日止。線

上問卷連結：http://140.136.251.56/fujenTA/。 

 

伍、高教深耕計畫 

一、高教深耕計畫各子計畫活動與重要資訊，會定期公告於 FB 粉絲專頁，歡

迎同學踴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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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式設計自主學習課程申請 

從教發中心網站公佈的程式設計自主學習影片列表中，選擇一門線上課程進行修習，

申請後兩學期內取得完課證明，並通過檢定認證者即可取得學分！請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前將申請表送至教發中心受理。 

※申請網址：https://reurl.cc/0Ydll  

陸、外語教學資源與自學中心 

一、語言自學室 

為提供全校師生同仁外語自學場域，於德芳外語大樓1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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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六種語系之語言學習資源及外語檢測軟體，學習資源數量近 2,000 筆，全

校教職員生皆可憑證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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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共同閱覽、藝術賞析、電影系

列講座等活動。 

三、外語自學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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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英語教學與自學之重要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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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登入使用，自主學習資源豐富，對於國際化發展與自我能

力提升有相當大的助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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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模擬題庫共 40 回，可供全校教職員生做

為日語學習與日語檢測的試前練習學習資源。 

(四)IELTS 仿真線上模擬測驗與各類語言檢定測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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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40.136.251.56/fujenTA/
http://goo.gl/c8P4Oz
https://reurl.cc/0Ydll
http://liveabc.mmc.fju.edu.tw/
http://140.136.251.210/student/
http://easytest.mmc.fju.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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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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ATS、IELTS 等各類語測驗新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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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平台舉辦 FunNet

活動，及辦理 F2F 國際共學跨文化交流活動，並透過 FB 粉絲專頁進行現

場直播，增加社群平台之線上參與。凡參加活動之學生，皆可獲得英語自

學點數，歡迎踴躍參加並於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fjuFLRC/ 

及 Instagram(帳號 fjcu_flr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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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提供英語線上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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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校內所有相關英語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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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fjuFLRC/
http://engnet.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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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壹、出納組 

一、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1)日間部學雜費及延修生半額雜費(2)進修部學分學雜費，繳費截

止日為 108 年 9 月 4 日(三)。請尚未繳交同學儘速繳交，完成註冊繳費程序。 

二、108-1 學生休、退學學雜費及學分學雜費退費標準： 

(詳 http://www.ga.fju.edu.tw/file/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時間表公

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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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4（三）(含)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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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5（四）～108/09/06（五） 

學費退 2/3 

雜費全退 

其餘各費全退 

學分學雜費退 2/3 

其餘各費全退 

108/09/09（一）～108/1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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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22（二）～108/12/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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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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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本時間表依「輔仁大學學生休、退學退費辦法」訂定。 

（http://www.ga.fju.edu.tw/file/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時間表公

告.pdf） 

2.108 年 9 月 2 日（一）恢復正常作息，上班時間為星期一～星期五 

日間部 am8:00～12:00  pm1:00～4:30。 

進修部 pm3:00～10:00。 

3.108 年 9 月 9 日（一）起開始上課；108 年 12 月 9 日(一)校慶補假。 

4.辦理休、退學退費應攜帶文件： 

(1)學雜費繳費收據正本、退費帳戶存摺封面影本、離校證明單、電匯授權同意書。 

    (電匯授權同意書下載 http://www.ga.fju.edu.tw/download.html#04 

(2)退費帳戶僅限學生本人(檢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家長(父或母)，如退費帳戶為

學生家長，請檢附學生本人及家長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108-1 加、退選課後日間部學分費、日間部學雜費差額單及進修部學分學雜費繳費期

間： 

(一)日間部：108.10.25（五）至 108.11.08（五） 

(二)進修部：108.10.25（五）至 108.11.08（五） 

 (公告詳 http://www.ga.fju.edu.tw/file/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繳交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公

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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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務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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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校內分機 2705 洽本校 E 化服務隊，E 化服務隊會協助處理。 

二、物品借用歸還流程 

(一)單位填寫預訂日期借用物品申請表。 

(二)物品整理後通知借用單位領取物品。 

(三)依借用單登載歸還日期準時歸還(桌巾必須清理乾淨) 。 

(四)歸還時檢視物品有無損壞。 

(五)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六)承辦人﹕總務處事務組田嘉文，電話分機 2866。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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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跨文化交流活動：教育部深耕計畫各類專題講座、跨文化小講堂。 

五、國際菁英學生會(FJU-IDEA)：本地生與外籍生共同組成的校內正式社團，辦理各項學

生交流活動，如：文化體驗一日遊、萬國博覽會、校慶系列活動、外籍學位生招生說

明會、國外交換生新生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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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打工務必注意安全、尋求正當管道並辦理工作許可證（僅限學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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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ie.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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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壹、中心行政資源 

中心人員業務與分工如下： 

職稱   姓  名 分機 負責工作或課程 

中心主任 

編纂 

組員 

組員 

組員 

技士 

黃孟蘭 

游玉文 

李培真 

李纘德 

顏秋芳 

許健哲 

3119 

3123 

3122 

3121 

3120 

3128 

綜理全人教育課程之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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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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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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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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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6 學年度起大二外國語文（第二外語）增開「基礎印尼文」及「基礎泰文」2 門

課程，以期增加學生未來投入職場之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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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e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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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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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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涵養課程自 105 學年度起實施「選課條」機制：為有效簡化通識涵養課程人工加

選作業並縮短選課時程，進而提昇本校同學之選課效率，本中心與資訊中心及教務處

同建立「選課條」機制，詳細實施方案公告於當學期選課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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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中文、英文學科學習能力檢測」 

一、108 學年度校內自辦中文、英文檢測之考試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20 日(週三)，日間部

於 13:20-15:30、進修部於 20:00-22:10 舉行。大三以上需檢測之考生名單將由基本素

養培育與檢測委員會統一代入考生名單，考生無需再另行上網報名，請協助宣導轉

知。 

二、108 學年度英文基本能力電腦檢測將於中英文檢測成績公告後擇日舉行，未通過英文

檢測學生可逕行上網報名參加檢測，電腦檢測時程屆時將發送全校電子公告信通知，

及公告於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網頁，請協助宣導轉知。 

伍、108 學年度「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 

江校長期盼輔大英語能力良好的學生能夠透過優質的課程、大師講座及海外服務學習的

體驗，擁有更佳的國際視野、思辨能力、跨文化溝通能力與優質公民素養，為此，江校

長委由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籌設「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開設六門課程，107 學年度

正式上課，大都全英語授課，並與課程結合舉辦大師講座，同時設立「學程導師」及「學

術導師」，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該學程之修讀，提昇其個人領導能力及全球競爭力。 

這是輔大首創培養各行各業優質領導的學程，打破科系界線，歡迎符合大一英文免修或大

一、大二學期成績達全班前 10%的同學申請修讀「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 

（參考網址：外國語文課程免修標準 http://www.he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80；學程

網頁 http://www.he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92）。 

108 學年度「優質領導菁英微學分學程」將於下學期五月份開始招生，敬請協助宣導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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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版圖書館網頁：http://web.lib.fju.edu.t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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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歡迎加入輔仁大學圖書館 LINE@生活圈，圖書館最新訊息將主動提供 LINE 好友。詳見

圖書館網頁。 

參、圖書館自 108學年度起提供圖書館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整合圖書館所有館藏資源，讓讀者

可以一次查詢圖書館館藏、所訂購及各電子資料庫所收錄之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等資源，節

省到各資料庫檢索的時間。詳見圖書館網頁。 

肆、圖書館於濟時樓圖書館二樓、公博樓圖書館一樓、二樓設立「學習共享空間」，將許多的

服務集中在一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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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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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網路教學與直

播課程、SLC Guides 英語自學資源導航員、We Online 英語線上課程、Easytest 線上語言

能力測驗等服務，歡迎多加利用。詳情請見圖書館網頁。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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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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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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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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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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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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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分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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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七日未取

便入庫流通。本服務每人每學期以 2 冊為限。 

拾貳、108 學年大學新鮮人翻轉圖書館活動，訂於 108 年 9 月 23 日至 108 年 10 月 22 日舉辦，

詳見網頁：http://web.lib.fju.edu.tw/events/108flipping/，歡迎大學新鮮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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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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上機電腦教室僅開放在校生使用。學生應備學生證刷卡進出自由上機電腦教室。

未帶學生證或無法判定身份時，請至教學資源組辦公室(聖言樓四樓 SF406)，由專人

協助。 

三、部分自由上機電腦教室備有掃描器或付費雷射印表機。如需協助，請告知現場工讀生。 

四、文開樓四樓 LE401 為混用型（教學／自由上機）電腦教室。上課時段不開放自由上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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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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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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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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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建議您應儘速進行 LDAP 帳號啟用與定期修改密碼，並勿將帳號

之密碼告知他人。相關說明請參考 LDAP 啟動網站（http://whoami.fju.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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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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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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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ami.fju.edu.tw/
http://whoa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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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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宿舍網路 

本校與各電信業者合作由電信業者於宿舍內提供 ADSL 網路（FTTB 電路）連線與電話

總機服務。在宿舍費已內含網路使用費，可直接向宿舍櫃臺申請帳號密碼，自備含網路

卡之個人電腦，即可連線上網。合作之電信業者聯絡資訊，可洽各宿舍服務櫃台。 

伍、教育訓練與推廣 

本中心依規劃舉辦電腦課程教育訓練，開放師生參與。請隨時注意中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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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自學電腦課程 

中心購置數套全校授權線上自學電腦課程，可供同學參考。 

在學生請由輔大首頁→在校學生→課程→學習→電腦數位線上課程。 

捌、無線網路使用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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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新

系統之主要變革與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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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X」與

「FJU-PEAP」。 

三、資訊中心公設全校基地台可全校漫遊，不像以往在離開該棟大樓後需要重新認證。 

四、本校師生連線方式如下： 

(一)FJU-802.1X 認證：使用基地台識別名稱為「FJU-8021X」。下次登入可自動通過驗

證程序。適合使用在私人設備。 

(二)FJU-PEAP 認證：適用於 Windows Phone 或 無法使用 FJU-802.1X 的行動裝置。使

用基地台識別名稱為「FJU-PEAP」。下次登入可自動通過驗證程序。 

五、上述連線方式與其他問題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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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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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公設 AP 使用上有問題，可以向我們反映。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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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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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輔中心依循本校宗旨與目標下之尊重生命及人性尊嚴的價值取向，以心理輔導及諮商

專業，協助所有學生探索、瞭解、接納自我，進而突破現狀，往不斷成長、更加成熟的

方向邁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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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

志工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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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五 8:00~22:00 

三、電話：29053003 

四、網站：http://www.scc.fju.edu.tw 

肆、學輔中心各學院負責老師 

負責學院 專責老師 負責學院 專責老師 

管理學院 周佩君 教育學院 

王昭琪 外語學院(不含日文系)、僑

陸生 
彭雪莉 

社科學院[心理學系、經濟

系、社會系、天主教學程、

非營利碩士班] 

理工學院、外籍生 蔡幸祖 藝術學院、社工系、宗教系 利得誠 

醫學院、日文系 何冠瑩 民生學院、傳播學院 梁怡恩 

法學院、織品學院 孫允儀 
進修部[商管學程、軟創學

程、運動休閒管理學程] 

劉明媚 

文學院 吳懿珊 

進修部[藝術與文化創意學

程、人文社會服務學程、長

照學程、大眾傳播學程] 

林欣怡 

伍、本學期活動： 

一、同儕志工培訓(請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類別 主題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地點 

心 

左 

岸 

輔 

導 

志 

工 

心左岸輔導志工招募 108/9/2(一)-9/23(一) 08:00-22:00 吳懿珊 
學輔中心、 
社團招生攤位 

輔導志工招募說明會 108/9/24(二) 18:00-19:30 吳懿珊 
學輔中心 

團輔室 

輔導志工例行會議與培訓 108/10/1(二)-12/17(二） 18:00-20:00 
吳懿珊、實習

心理師 

學輔中心 

團輔室 

志工隊內培訓生活營 
108/11/30-12/1（六日、兩
天一夜） 09:00-17:00 

吳懿珊、實習
心理師 

校外 

http://www.sc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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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衛生推廣活動(請班代表協助轉知並鼓勵同學踴躍參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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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人次 

輔導 
老師 

學輔 
個諮室 

成
長
團
體 

抓狂一族 108/10/26/(六) 09:30-16:00 孫允儀 

學輔中心 
團輔室 

走出戶外與自己相遇 
108/11/15-12/20(
五)六次 13:00-15:00 

林裕凱
簡家琦 

能想像嗎?寂寞會讓你變更好 
108/11/16(六) 
108/11/17(日) 

09:30-16:15 

09:30-12:30 
利得誠 

那些年，我們一起擁有的時光 
108/11/14-12/19(
四)六次 13:40-15:40 

楊詩璇
葉書涵 

在桌遊中探索自我與關係成長團體 108/11/14-12/19(
四)六次 

17:30-19:30 莊英傑 

(

活
動
代
碼27

68
2) 

午
餐
約
會 

~靜心與祈願~手作捕夢網 108/10/04(五) 13:00-15:30 李婉韻 

學輔中心 
閱覽室 

~輕鬆「玩」美~體驗和諧粉彩 108/11/19(二) 12:15-13:45 羅善莉 

~原「織」原味~羊毛氈鑰匙圈 108/11/20(三) 12:30-14:30 蔣惠敏 

~香氣芬馥~自我照顧的精油紓壓 108/12/05(四) 12:15-13:45 郭彥汝 

~我的理想之路~向左走向右走 108/10/24(四) 12:30-13:30 
徐尉珊 
劉佳欣 

學輔中心 
團輔室 

班
級
輔
導
活
動 

MBTI 個人風格量表 全學期 

(日)100 分鐘 

(進)80 分鐘 

(日) 
梁怡恩 
(進) 
王麗玲 

各班教室 

一起 Fun 輕鬆(情緒壓力調適) 全學期 

愛情哎礙愛(情感關係) 全學期 

人際關係事務所(人際溝通) 全學期 

人來人「網」(網路與自我探索) 全學期 (日)100 分鐘 梁怡恩 

珍愛生命守門人(自傷防治) 全學期 約 100 分鐘 何冠瑩 

心
理
衛
生
演
講 

七家灣紀錄片賞析─書寫生命、按下
快門、看見愛 

108/10/09(三) 13:30-16:00 

梁怡恩 

聖保祿 
演講廳 

身心科，營業中 108/10/16(三) 13:30-15:30 
聖保祿 

演講廳(暫定) 我們一起好好的─伴侶的溝通、相處
模式 

108/11/20(三) 

13:30-15:30 
英雄之旅─涵容情緒，釋放壓力 108/11/27(三) 進修部B1 

演講廳(暫) 接納不完美的自己 108/12/1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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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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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en
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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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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處本部 

壹、輔仁大學 108 年起飛學生學習輔導獎勵 

一、申請對象：本校起飛學生，就讀大學部之在學學生且符合下列各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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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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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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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聯絡資訊：學生事務處/02-2905-3803 何世晨助教；02-2905-3865 周于榛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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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學期重要宣導及提醒事項: 

一、「輔仁學務 Line@服務網」整合校內學務相關單位(生輔組、課指組、衛保組、資源教

室、職輔組、僑陸組、原資中心、軍訓室、導師團隊及學生學習團隊)之重要業務，提

供同學第一手的學務資訊。 

 

 

 

 

 

 

 

 

 

 

 

   

 

 

 

 

 

 

 

 

二、根據 1111 人力銀行調查指出，有 44.13%受訪上班族坦言「有意願」成為網紅 ，其

中包括 31.65%想成為兼職網紅、11.12%想成為專職網紅以及 1.36%已經是網紅。可

見新媒體、自媒體對新世代的影響力及感染性，故自 108 年度計畫轉型－因應媒體在

新世代的演進趨勢及傳播能力，完成選拔 5 名菁英學生，培育素人學生成為網紅潛力

股，培育機制分為兩大部分：1.）舉辦培訓課程；2.）辦理實作活動（拍片及直播相

關），使其養成必備的素養及技能；除此，由所培育之菁英學生協助本校教育政策及

教育成效的媒體行銷，藉此提供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的舞台，並塑造其對學校的榮譽感。

109 年預定於 3-5 月份進行選拔及面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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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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6(五)及 108.09.07(六)

舉辦完畢。 

二、新進(暑)轉學生相關資源介紹暨座談會已於 108.09.11(三)於醫學院一樓國際會議廳舉

辦完畢。 

三、校慶「感恩慶祝」大會訂於 108.12.06(五)舉行，相關執行事項另行研議規劃中。 

四、畢業典禮訂於 109.06.6(六)於中美堂舉辦。 

貳、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及申訴管道： 

一、受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野聲樓 1 樓 YP104 室) 

二、諮詢電話：02-29053103 

三、調查申請書請於生活輔導組網站(http://life.dsa.fju.edu.tw/form.html)表格下載處下載使

用。 

四、相關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法規置於輔仁大

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站 http://gender.fju.edu.tw/。 

參、學生申訴管道： 

一、受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二、諮詢電話：02-29053101 

三、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置於輔仁大學生活輔導組網站/重要法規/申訴與建言項下。 

四、申訴書請於生活輔導組網站表件下載頁面下載使用。 

肆、學生急難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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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給予補助，相關表件請於生輔組網站下載，洽詢電話：日間部 02-29053031，進修部

02-29052246。 

伍、校內外獎助學金： 

一、申請資訊已全面公告於「學務處獎（助）學金資訊系統」。洽詢電話：日間部校內獎

助學金 02-29053101，校外獎助學金 02-29053040，進修部 02-29052246。；各系所自

行辦理獎助學金訊息，請洽各系所辦公室。 

二、請同學多多利用學生事務處獎(助)學金資訊系統，並於「個人設定」填寫本人郵局局

帳號，以利獲獎後獎金撥款作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避免個人資料外洩，獲奬

名單不予公布，申請同學請自行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獎(助)學生資訊系統查詢。 

陸、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一、弱勢(共同)助學金 

(一)申請時間：108.10.01(二)～108.10.21(一) 

(二)申請地點： 

日間部同學請至野聲樓 1 樓生活輔導組(YP104 室)，電話 02-29053101； 

進修部同學請至進修部大樓 2 樓（ES201 室），電話 02-29052246。 

(三)申請對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本校具有學籍（不包括研究所在職專

班及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者），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並符合以下 4 項

http://life.dsa.fju.edu.tw/form.html)表格
http://gender.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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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者： 

1.家庭年所得低於 70 萬元(計列人口為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學生已婚

者，與其配偶合計)。 

2.利息所得合計低於 2 萬元。 

3.家庭應計列人口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低於 650 萬元。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及格。(免附證明，當年度入學新生及轉學生不計) 

(四)申請程序： 

1.填表登錄：學生資訊系統登錄預約、列印申請表，簽名切結。 

2.繳件申請：繳交申請表及戶籍謄本(含父、母及同學本人，分屬不同戶籍者請分別申

請)。 

(五)補助金額：(僅供參考，實際補助金額以教育部公告為準)： 

家庭年收入 補助金額/1 學年 

第 1 級 30 萬以下 35,000 元 

第 2 級 30 萬 — 40 萬 27,000 元 

第 3 級 40 萬 — 50 萬 22,000 元 

第 4 級 50 萬 — 60 萬 17,000 元 

第 5 級 60 萬 — 70 萬 12,000 元 

二、生活助學生－領取同學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 

(一)申請時間：108.12.23(一)～109.01.03(五) 

(二)申請地點：野聲樓 1 樓生活輔導組(YP104 室)，電話 02-29053101 

(三)申請對象：於申請截止日前未滿 25 歲，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符合以下各款條件之本

校學生，得提出申請： 

1.在學且未辦理休學者（不含延修生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大學部學生達 60 分以上、研究所學生達 70 分以上者（免

繳成績單，由生輔組統一查核）。 

3.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者。 

4.未在本校請領低收入戶就學補助、原住民族學生工讀助學金、原住民族學生低收入

戶工讀助學金或其他相類政府補助者。 

5.未在本校辦理銀行生活費申貸者。 

6.未申領本校清寒助學金者。 

(四)申請程序：繳交申請表(生輔組網頁下載)、戶籍謄本、所得清單、產財清單(後三件

須含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學生已婚者，則含配偶)。 

(五)服務學習：每月服務 30 小時，發給 6000 元，為期 3 個月。 

三、清寒助學生－領取同學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 

(一)申請時間：依各學系公告。 

(二)申請地點：各系辦公室 

(三)申請對象：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生具中華民國國籍，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及格（免

繳成績單，由生輔組統一查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之在學學生： 

1.符合就學優待減免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 

2.家庭年所得低於 70 萬者。 

3.家庭突遭變故致使家庭經濟艱困者。 

前項清寒助學金之申請，與生活助學金、原住民族學生工讀助學金、原住民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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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或其他具有服務學習性質助學金僅得擇一提出。 

(四)申請程序：繳交申請表(生輔組網頁下載)、戶籍謄本、所得清單、產財清單(後三件

須含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學生已婚者，則含配偶)。 

(五)服務學習：每月服務 30 小時，發給 6000 元，為期 3 個月。 

柒、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一、教育部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補助類別有軍公教遺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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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辦法請至生輔組網頁查詢。 

二、申辦注意事項： 

(一)辦理地點： 

1.日間部：野聲樓 1 樓生活輔導組(YP104)，電話 02-29053173。 

2.進修部：進修部大樓 2 樓(ES201)辦公室，電話 02-29053890。 

(二)申請減免又申請就學貸款的同學須先辦理減免再辦理貸款。 

(三)凡申請就學減免之學生，不得申請政府所提供其他教育補助費（含人事行政局），

兩者僅能擇一辦理。 

三、上學期末提出下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者，可於學雜費中直接扣除減免金額。本學期補

辦至 108 年 9 月 16 日止；補辦同學須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並將學雜費繳費收據正本連

同申請表及相關證件至生輔組辦理【若為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減免者，除原規定須

繳納之證件外，另需附上國稅局或稅捐稽徵處開立之學生本人、及其父母；已婚者則

為學生本人及配偶之前一年度各類綜合所得資料清單】，經審查合格後，減免補助款

將等教育部核撥後（約學期末）直接撥款入學生郵局帳戶。 

捌、學生就學貸款： 

一、本學期於 108.09.02（一）截止收件。 

二、申辦程序暨注意事項： 

(一)至本校【學生資訊管理系統】辦理申請登錄（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二)至【台新銀行】下載學雜費繳費憑單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system/StudentAdmin.aspx） 

(三)至【台灣銀行】網頁登錄並列印 -就學貸款「申請 /撥款通知書」 (一式三頁 )

（https://sloan.bot.com.tw），並至台灣銀行任一分行辦理對保。 

(四)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或郵寄相關文件至生活輔導組辦公室。 

(五)再次下載更新後之學雜費繳費單，繳交不可貸或未貸費用(日間部語言實習費，進修

部語言實習費及電腦實習費為不可貸項目)。 

三、申請地點及聯絡電話： 

日間部同學請至野聲樓 1 樓生活輔導組（YP104 室），電話 02-29052231；進修部同學

請至進修部大樓 2 樓（ES201 室），電話 02-29052247。 

四、有關就學貸款之相關資訊均以 E-mail 發送至 webmail 電子信箱，請同學務必使用

webmail(即學號@mail.fju.edu.tw)電子信箱。 

※詳細資訊請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查詢（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玖、學生公假： 

一、公假申請應於請假日前填寫公假單完成公假程序。 

二、3 日(含)內之公假單需檢附有關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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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system/StudentAdmin.aspx
https://sloan.bot.com.tw/
mailto:學號+@mail.fju.edu.tw
http://smis.fju.edu.tw/fre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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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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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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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壹、學生團體保險作業： 

一、三商美邦人壽輔仁大學學生團體保險依 107.05.15 三品字第 000064 號備查，107.09.14

依 107.06.07 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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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理賠所需文件：

申珍請書、診斷證明書、醫療費收據、存褶影本。 

(二)被保險人全年應繳納之保費計新台幣 594 元，由教育部負擔每人每年 100 元，其餘

494 元由學生本人分兩次（學期）繳納，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納 274 元。 

(三)保期：第一學期自八月一日起至次年元月卅一日止。 

(四)收繳保費：於每學期註冊時，隨學雜費一併繳納。 

二、申辦地點：日間部-生活輔導組(野聲樓 YP104 室)   電話：2905-3100 

進修部-夜間辦公室(進修部大樓 ES201)  電話：2905-2979 

※相關理賠內容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合約書內容為依據，詳細保險合約書內容可至生

活輔導組網站查詢。 

拾貳、拾物招領：拾物招領網址 http://www.net.fju.edu.tw/lost/ 

拾獲物品可送至以下地點招領。 

一、日間部：生活輔導組（野聲樓１樓 YP104），洽詢電話：02-29053100。 

二、進修部：進修部大樓 ES201 室，洽詢電話：02-29052246。 

三、軍訓室：野聲樓 2 樓 YP217 樓，下班時間拾獲遺失物品時，請逕送軍訓室值班教官，

連絡電話：02-29052885。 

拾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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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進入內政部役政署網頁→左邊選項→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 

http://www.nca.gov.tw/web/pg_news.php?ID=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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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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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
http://www.nca.gov.tw/web/pg_news.php?ID=818
http://life.dsa.fju.edu.tw/arm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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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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加利

用。 

三、賃居生輔導： 

(一)為強化學校賃居服務品質，有效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請各系所導師暨班代表協

助調查同學校外租屋(賃居)基本資料，於 107.10.04 前將資料繳交生活輔導組，俾利

綜整評核，依同學意願適時安排導師、輔導教官、訪視小組實施安全訪視，如有迫

切需求，亦可協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協助安全訪，有效維護學生校外賃居

安全。 

(二)每學期結合軍訓室教官、專職人員暨學生訪視小組實施賃居訪視，以門禁、消防、

建物等三項居住環境安全為重點，以瞭解並協助處理校外賃居相關問題。 

(三)有關賃居方面問題，均可聯絡 02-29052054，學校會竭力提供協助。 

拾伍、交通安全： 

一、交通安全教育： 

(一)利用大一新生輔教，請各系所輔導教官加強交通安全宣導，並善用學校各電子看板

不斷重複宣教，有效加強學生愛惜生命及遵守交通規則之觀念。 

(二 )為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建立路權認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預劃自

108.10.07~108.11.22 實施「交通安全宣導週」，預計辦理 24 場次專題講座，結合本

校社團博覽會、新北市政府交通安全宣導團、臺北區監理所、汽機車安全駕駛教育

中心等單位，辦理交通宣導講座及靜、動態宣教、實際騎乘示範講解等方式，實施

交通安全宣教，加強交通安全法制觀念。 

二、交通安全維護宣導： 

(一)甄選優秀並具服務熱誠之同學，編組交通服務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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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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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514 巷底(同學慣稱「魔鬼巷」)水利溝，近期交通局將會不定期實施拖吊作業，請

提醒同學勿違規停車以免被拖吊。 

(四)新莊區中正路為本校師生同仁重要使用路段，依新北市政府公布 10 大待改善易肇

事路段，新莊區就占了 7 處，其中以中正路與 7 處交會路口最易肇事，路段包含「新

莊區中正路與大觀街口」、「新莊區中正路與明志路口」、「新莊區中正路與中港路口」、

雲端租屋網 FB 粉絲專頁 賃居安全訪視初評表 

   

http://140.130.34.31/FJU/view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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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中正路與民安路口」、「新莊區中正路與龍安路口」、「新莊區中正路與化成

路口」、「新莊區中正路與思源路口」，請各位班代提醒同學路經上開路段特須留意

個人用路安全。 

(資料來源：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427/688044.htm#ixzz5QsLMwT2c) 

拾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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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427/688044.htm#ixzz5QsLMwT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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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 

壹、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 時間 場地 承辦單位 

校慶園遊會 12/7（六） 輔仁大學校園 課指組 

活動內容：今年校慶為 12/8。預定在 10 月中發文公告相關報名訊息，11 月底完成報名、

攤位抽籤。 

貳、本組業務及輔導老師： 

姓名 分機及 E-MAIL 學生自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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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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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紹喻 
3049 

＊126331 

社會科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醫學院之院代會與系學會 
休閒聯誼性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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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韋宏 
2275 

＊145226 

學生會（含學生議會） 

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 
 

王子函 
3890 

＊145503 
進修部院代會及系學會  

參、課外活動相關資訊查詢管道 

一、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 http://activity.fju.edu.tw/#&panel1-1 

二、Line @輔人世代  (ID:wnn435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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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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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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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職輔古得加（Good Job） https://line.me/R/ti/p/%40svc8846x 

 

生涯與就業協助系統（CVHS） http://www.cvhs.fju.edu.tw/cvhs2014 

 

生涯與就業協助系統（CVHS）資訊網 http://eao.dsa.fju.edu.tw/CVHS/ 

 

輔大悠職網 http://excellentcare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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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ao.dsa.fj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fjuCGO/
https://line.me/R/ti/p/%40qid0664i
https://line.me/R/ti/p/%40svc8846x
http://www.cvhs.fju.edu.tw/cvhs2014
http://eao.dsa.fju.edu.tw/CVHS/
http://activity.dsa.fju.edu.tw/


38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辦單位 認證條件 

產業學系列 

「職人夢想家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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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講

堂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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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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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以「社

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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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美學工作坊」、

「黃金就業力工

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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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6 月 20 日前攜帶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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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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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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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就業探索期： 

99 年度開始陸續啟動職涯資訊平台（http://eao.dsa.fju.edu.tw/platform.aspx）暨輔導管

理機制，職涯資訊平台包括 UCAN、CVHS 與華人生涯網（CCN）等職涯系統與相關

機制檢測與預約時間等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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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學生透過平台知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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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hs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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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6

年 2 月更新成 6.0 版。 

http://eao.dsa.fju.edu.tw/platfor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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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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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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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o.dsa.fju.edu.tw/appoint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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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大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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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關實習機會皆公告於「職輔組官網」以及「輔大悠職網/工作特搜站/實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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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主要以導師或課程教師提出

需求後，本組派講師入班協助學生進行活動，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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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四)提供個人職涯諮詢（自傳履歷、模擬面試、產業趨勢），並增加線上履歷健診服務，

協助學生客製化自身履歷以符合企業方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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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ao.dsa.fju.edu.tw/appointment.aspx
http://eao.dsa.fju.edu.tw/appointment.aspx
http://eao.dsa.fju.edu.tw/appoint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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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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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未來不可怕！
專業歌手與你一起唱聊夢想 

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洪璿堯 4141 

10 2 三 13:30-15:30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社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高收入小編不告訴你的接
案秘訣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0 8 二 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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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三 13:30-15:30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社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如何打造有商業價值的網
紅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0 16 三 12:00-17:00 全校產業參訪 依各參訪單位 學務長 吳雅婷 4142 

10 16 三 13:30-15:30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社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爆紅品牌 IG 推手祕技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0 23 三 12:00-14:00 導師知能研習:聊天機器人 文開樓 LE3A 鄭光育組長 鄭浩元 4143 

10 23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挑戰極限 人生
不設限-電競產業趨勢談 

DG406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23 三 12:00-17:00 全校產業參訪 精誠資訊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0 24 四 13:30-15:30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社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當紅臉書小編心法大公開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0 24 四 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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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三 13:30-15:30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社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 Line 經營全攻略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1 19 二 12:00-14:00 導師知能研習:UX 設計師 文開樓 LE3A 鄭光育組長 鄭浩元 4143 

11 20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心之所向 望向
未來-談臺灣 ACG 次文化 

野聲樓 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吳雅婷 4142 

11 21 四 13:30-15:30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社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爆賣廣告投手必殺技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1 22 五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出色溝通力-人際篇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1 27 三 13:30-15:30 

黃金就業力工作坊:社群小編月入 10

萬全攻略-培養自己獨特的社群超能
力 

耕莘樓 2 樓會
議室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1 27 三 13:30-15:30 
人資達人講座系列:找藉口？找結
果？~當責文化建立與執行力提升 

文開樓 LE3A  鄭光育組長 林銘雄 6007 

11 27 三 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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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四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迎向國際跨文化禮
儀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1 29 五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穿對，更加分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4 三 13:30-15:30 職人夢想家講座系列 谷欣廳 鄭光育組長 洪璿堯 4141 

12 5 四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職場非知不可潛規
則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6 五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出色溝通力-網路篇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11 三 13:30-15:30 
人資達人講座系列: CEO 最 CARE 的
事~職場倫理和工作態度 

SL117 鄭光育組長 林銘雄 6007 

12 13 五 13:30-15:30 職場美學工作坊:餐桌禮儀 SL117 鄭光育組長 張佳珍 3002 

12 18 三 13:30-15:30 
人資達人講座系列：進入職場一定要
知道的幾件事 

文開樓 LE3A 鄭光育組長 林銘雄 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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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暨資源教室   

壹、學生健康檢查： 

一、各班如有尚未完成入學健康檢查同學，需持本校制式「輔仁大學學生健康資料卡」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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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若為它校轉入的學生，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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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宣導 

一、登革熱防治:如有頭痛、後眼窩痛、發燒 38 度 C 以上、紅疹、骨頭關節肌肉痛症狀絕

不輕忽速就醫通報不延誤，登革出血熱起初狀況和典型登革熱相似，若未及時就醫治

療，死亡率可達 50%。積水容器倒乾淨、刷乾淨、晾乾淨、倒置或加蓋。行政院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TAIWAN CDC 疫情通報及諮詢服務專線：1922。 

二、衛教宣導: 加強防疫措施必要時提供防疫等物資。 

參、菸害防制： 

一、為配合本校無菸害校園政策，落實「健康輔仁」理念，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將不定期派

員至本校實施稽查及取締，提醒同學配合法令勿在校園違規吸菸，以免受罰(最高可罰

壹萬元)。遇有於非戒菸輔導區抽菸，可柔性勸導至 4 處戒菸輔導區(輔園後門旁、進

修部側門旁、濟時樓法園涼亭及文開樓旁圍牆區)，逢態度欠佳者請通報軍訓室前往處

理。相關戒菸諮詢洽輔大診所戒菸門診。免費戒菸專線：0800-636363 免費菸害糾舉

專線：0800-531531。 

二、菸害防制專題講座活動：歡迎踴躍報名參加，活動 ID：27779 (敬備餐點)。 

項次 講題 內容簡介 主講 時間 地點 

1 

菸霧中
的真相 

目前台灣每年有 2 萬 8 千人因菸害喪
命，衛生組織指出:菸草是全球所有消
費商品中，唯一會造成其半數常態使
用者死亡的產品!為使校園環境更清新
維護師生身心健康，邀請菸害專家針
對校園常見菸害問題及戒菸輔導等，
提供正確知識及勸導技能 

林珠 
老師 

108.10.16(三) 
12:10-13:40 

文開樓
LE3A 會議
室(3 樓) 

2 
108.10.23(三) 
12:10-13:40 

羅耀拉大樓
SL117 

多媒體互動
會議室(1樓) 

肆、健康促進學校： 

一、於 108.10-11 月辦理自主健康及運動管理活動，透過為期 45 天的身體健康自我量測(身

高、體重、腰圍、血壓、體脂量測紀錄)與規律運動達運動 150 目標(即每週運動 5 天、

每次連續 10-30 分鐘、每週累計達 150 分鐘以上之中強度運動)，並登錄於自主健康管

理護照，完成自我健康管理者，即可獲得精美健康促進運動毛巾一條。 

二、預定於 108.11.13 日舉辦「健康校園•定向尋寶」活動，以大一新生為對象，藉由定

向運動熟識校園環境，宣傳運動 150，大家揪伴來運動，推動健康輔仁校園，於時間

完成即贈送精美健康促進運動毛巾一條。 

三、108.11.18 日起規畫 5 週 10 堂「有氧．肌力，愛健康」課程活動，採有氧運動與肌力

訓練間歇訓練，並透過提高人體耐力質素，增強心肺功能，增進體能，提升肌肉適能

和肌耐力對促進健康、預防傷害與降低慢性疾病，改善情緒、強化骨骼和肌肉、增加

肺活量、降低跌倒與骨折的風險，並結合運用 i-Care 健康促進管理系統，以達控管身

體質量促進健康目的。 

四、為使大學生重視喝白開水的重要性，鼓勵自備水瓶多喝水，於 108.9.18—108.10.25 舉

辦「我的白開水年代」活動，同學可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活動代碼 27751)，下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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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紀錄一週之每日喝水量，完成喝水體驗並繳交完整資料，即可獲得造型水瓶乙只。 

五、辦理自備餐具集點活動，鼓勵少用一次性商品，活動期間 108.10.14 日至 11.15，不需

報名直接於校內餐廳索取集點卡，每次自備餐具至校內餐廳(含超市)購餐、飲料，未

使用餐廳提供的餐具，即可獲贈點數 1 點，集滿一張集點卡(21 點)即可至衛保組領取

獎品(SUS316 不鏽鋼吸管一組或帆布側背包一個，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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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外專家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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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題目 內容簡介 主講 演講時間 
地 
點 

輔導
議題 

1 
健康營家— 
營養師說營
養 

到底該飯前吃水果？還是飯後吃
水果呢？一天需要多少水份才足
夠？身體缺水會有什麼影響？坊間
流行的生酮飲食又是怎麼回事？ 

本講座由營養師來教導大家，學
習如何選擇正確的飲食，達到預防
疾病，保持健康的目的。 

劉麗華 
營養師 

108.10.16(三) 
13:30-15:30 

進修部
ES001
演講廳 

營養
教育 

2 
追疾線索~ 
結核病的真
相 

什麼是結核病?結核病是怎樣傳染
的?為使師生能正確認識結核病，進
一步了解接觸者有哪些須配合及其
風險，以提昇自我照護知能並預防
減低罹病風險。 

周紋如 
醫師 

108.11.12(二) 
12:10-14:10 

野聲樓
1 樓 

谷欣廳 

傳染
病防
治 

3 
大學「避」
修課 

1.有些事我們可以不做!但我們不能
不懂! 

2.你知道台灣青少年未婚懷孕比例
可說是居亞洲之冠，墮胎的人數也
逐年增加。 

3.避孕迷思有哪些?什麼是愛滋病?
聽聽專家怎麼說! 

4.醫師的小叮嚀 

彭加雯 
醫師 

108.12.04(三) 
13:30-15:30 

進修部
ES001
演講廳 

兩性
教育 

柒、急救教育訓練： 

為加強本校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能力，舉辦急救技能教育訓練，並透過訓練課程將相關急救

教育推廣於校園，以減少因缺乏急救技能而導致危害或喪失生命的情形發生，進而達到自

救救人之目的，本(107-2)學期急救教育訓練認證課程如下表。 

訓練課程 內容簡介 時間 地點 

急救教育訓練認證
課程 
(CPR+AED)-4 小時 

1.急救概論 
2.心肺復甦術急救訓練 
3.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教育訓練 
4.技術操作及評核 
5.課後評量及申請核發證書 

●108.11.23.(六) 

08:30-12:30 

●108.11.23.(六) 

13:30-17:30  

●107.11.28.(四) 

18:00-22:00 

進修部
大樓

ES-001 
ES-00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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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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辦理免費借用手續，提供柺杖、輪椅、保健箱、熱

水袋、拐杖等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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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2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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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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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內容 地點 
108.08.28  10:00-12:00 資源教室協助學生培訓暨服務說明會-助學生 國璽樓 MD130 
108.09.04  10:00-12:00 資源教室協助學生培訓暨服務說明會－及時聽打員 國璽樓教室 
108.09.21  9:00~16:30 資源教室新生校園適應迎新活動 國璽樓教室 
108.10.02  12:00-13:30 108-1 特教生座談會-與學務長有約 文開樓 LE-3A 
108.10.03  12:00~14:00 資源教室協助學生培訓暨服務說明會－生活助學生 國璽樓教室 
108.10.09  12:00-15:30 特殊教育電影欣賞(一) 國璽樓教室 
108.10.16  12:00-14:00 小資生涯系列講座(一) 國璽樓教室 
108.10.23  12:00-14:00 資源教室協助學生培訓暨服務說明會-個導助理員 國璽樓教室 
108.10.30  12:00-14:00 小資生涯系列講座(二) 國璽樓教室 
108.11.13  12:00-15:30 特殊教育電影欣賞(二) 國璽樓教室 
108.12.04  12:00-15:30 校慶手作義賣製作活動 資源教室 
108.12.11  10:00-12:00 資源教室協助學生期末座談 國璽樓教室 
108.12.18  12:00-15:30 資源教室冬至暨聖誕手作團圓活動 國璽樓教室 
109.01.10  12:00~14:00 特殊教育電影欣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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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mail.fju.edu.tw
http://youtu.be/70aUjK49iSA
https://www.facebook.com/fjursr/?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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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陸生現況：108 學年截至 108 年 9 月 11 日止，預估全校僑陸生(不含休學生)合計 1,044

人，其中僑生計 514 人，大學部有 476 人、研究所 38 人；陸生計 530 人，大學部 251

人、研究所 279 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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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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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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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僑生研究所升學經驗分享:預計於 10 月 4 日中午時段，假舒德樓四樓會議室辦理，邀

請在台升學的僑生學長姐分享研究所申請過程及其心得，提供給即將申請研究所的學

弟妹參考。 

六、僑陸生迎新活動： 

(一)港澳同學會迎新：108.10.05（六）在輔大校園內舉行。 

(二)陸生迎新宿營：108.10.10-11（四-五），本校陸生聯誼會首次和他校－台北科技大學

陸生聯誼會共同舉辦，假普羅旺森林休閒度假山莊舉行。 

(三)馬來西亞同學會迎新生活營：108.10.12-13（六-日）假埔心牧場舉行。 

貳、請班代們協助事項： 

一、關懷：請優先和僑陸新生接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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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僑居留證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內政部移民署自

今年起嚴格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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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陸組網頁亦有

相關宣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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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2329（林意翔先生）、29052661（吳東燕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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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verseas.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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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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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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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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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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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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壹、大一-必修-0 學分體育課：均為學期課，為必修基礎體育課程，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

大一體育_建制班(以下簡稱 AT-00：後兩碼為學系碼)，全班均必修代入，故大一生不需

上網選體育課(若大一復學生未被代入，請先經系上蓋章確認後逕至體育室人工加選)，

課程內容與大一體育_非建制班(以下簡稱 AT-P1)一樣有游泳、體適能部份。凡大一體育

課程，均須參與游泳自救教學，凡大一體育課成績不及格者，日後仍須重修大一體育課(含

游泳自救教學)： 

一、大一生、大二生每學期應修習一門 0 學分體育課程，共須修畢 2 門『大一體育(AT-00

或 AT-P1)』及 2 門『大二體育(AT-P2)』始達畢業資格（一般科系學生及交換生均請

勿選末碼為 W.X.Y.Z 體育系專業術科專班）。 

二、大一生、大二生每學期應修習一門 0 學分體育課程，共須修畢 2 門『大一體育(AT-00

或 AT-P1)』及 2 門『大二體育(AT-P2)』始達畢業資格（一般科系學生及交換生均請

勿選末碼為 W.X.Y.Z 體育系專業術科專班）。 

三、【體育特別班(AT-P0)】：AT-P0 直接等同於（抵免）AT-00、AT-P1 或 AT-P2。體育特

別班即身心障礙專班，凡有手冊或疾病、意外傷害醫院證明均請直接上網完成選課，

於開學第一次上課請將證明文件交給授課教師即可；若因故無法直接上網完成選課，

最遲請務必在教務處公告加退選截止前備妥相關證明文件，至體育室補辦理人工選課；

一般生請勿選。 

四、大三以上-選修-1 學分體育課：均為學期課，為興趣選修體育課程，請依興趣自由選

修，每學期最多不超過 2 學分，大三以上可選修。大一、大二學生不可上修。 

五、除 AT-00 與 AT-P1 直接相互認抵之外，0 學分必修體育課程與 1 學分選修體育課程

均不得相互認抵，即「AT-00、AT-P2、AT-P3」或「AT-P1、AT-P2、AT-P3」皆不可

互抵。 

六、「同一學期」之二門體育課課程項目不可相同，但只要是「不同學期」則不受此限，

即「不同學期」之相同時段、相同老師、相同課程名稱則不受此限。 

貳、請特別再協助宣導：選課前請務必自行上網詳閱教務處選課作業最新公告

http://www.academic.fju.edu.tw/administration.jsp?labelID=25，『大二以上』欲重修『大一

體育課』，請一律於教務處公告『網路加退選』時段，登錄『網路上』教務處選課系統喔，

請勿自行找授課教師簽名。 

參、教務處選課作業最新公告，選課最後階段是越部選課，是日夜間部互選，即日間部選夜

間部課程、夜間部選日間部課程。 

       

體育室網站網址：【http://peo.dsa.fju.edu.tw/】 

洽詢電話：2916、2234、2235、2921、2920  

辦公位置：DG117（倬章樓/舊醫學大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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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學生抵免科目規則，符合條件【1、身心障礙學生。2、外籍生。3、港澳僑生(未

在台設戶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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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僑陸生、外籍生、身心障礙學生，由相關專責處室協助

統一辦理。 

貳、國軍人才招募：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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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日期：簡章公告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 日。 

二、報名時間： 

(一)第一梯次：自 108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5 日。 

(二)第二梯次：自 109 年 3 月 13 日至 4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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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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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安事件總件數達 359 件，除難以歸因之其他類事件外，仍以失

竊（含遺失）126 件居冠，騷擾事件 55 件次之，自我傷害 49 件再次之。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校園安全事件統計表 

月份 車禍 
疾病 

送醫 
打架 

自我 

傷害 

失竊 

(遺失) 
騷擾 

運(活)

動傷害 
詐騙 其他 小計 

2 月 2 2 0 4 13 5 0 0 7 33 

3 月 2 8 0 9 31 8 1 2 20 81 

4 月 3 1 0 8 23 10 1 0 25 71 

5 月 2 9 1 13 26 14 0 1 15 81 

6 月 1 2 0 9 16 8 0 0 13 49 

7 月 0 5 0 6 17 10 0 0 6 44 

總計 10 27 1 49 126 55 2 3 86 359 

 



48 
 

二、針對上學期校園安全事件，以失竊（含遺失）251 件最多，檢討分析及肇因，並提醒

相關與叮嚀事項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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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通安全（機車車禍） 

107-2 學期車禍計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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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詐騙（要求代接手機簡訊、代購遊戲點數、綁架、車禍） 

年來歹徒詐騙招術推陳出新，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同學接獲詐騙電話回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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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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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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我傷害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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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當你有衝動時，務必要「停一下動作、轉一下念頭、換一下環境、想一下朋友、並

看一下自己的優點」。 

2.你不是無助的！學校有完善輔導機制可以協助你：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是需要找

人聊聊天，歡迎隨時來找你所信賴的人（同學、師長、教官等），他們會給你最適

切的幫助。(校外資源：安心專線 0800788995、張老師專線 1980、生命線專線 1995) 

3.同學間相處、互動時間更多於師長，因此，每位同學如能對周邊的同儕多一絲注意、

多一分關懷，將更有機會讓需要的同學獲得更多的資源，避免憾事肇生。  

(五)騷擾事件防範 

為防範騷擾事件及不明人士夜間進入校園，影響校園安全情事，學校已要求駐衛保

全及校園夜間巡邏隊，加強校園巡邏任務，並協請福營派出所警力於平日 2200 時

以後及例假日（含寒、暑假）白天時段以機車入校巡邏，協助維護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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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尾隨應提高警覺，儘速離去或關門，嚴防其進入住所內。 

3.減少夜出、夜歸，若必要，儘量結伴同行。 

4.住所僅你一人時，陌生人來訪宜先查明來訪者身份，不要急於開門，夜間應緊鎖房

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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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尋求立即知協助(無需執著於非警政單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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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常見網路霸凌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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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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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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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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位於立言宿舍大廳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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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主任黃佩鈺老師：29055677 

    綜合行政組組長周立中：29055268              組員電話：29055269 

    培訓關懷組組長王絮清：29055271              組員電話：29055272 

    宿舍服務中心傳真電話：2905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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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宿舍已全面改為電子刷卡 24 小時進出。住宿同學應遵守宿  

    舍生活公約，為維護個人安全請不要太晚歸。 

柒、宜聖宿舍即將於 108 年 10 月中下旬完工，請注意宿舍中心網頁，會公告申請時間及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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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